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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艳飞。

丁茜。

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曾雨田

“成为一名法官、主持公平正义是我
一直以来的梦想。 ”1995 年 9 月，彭艳飞
如愿进入法院 ，先后到法庭、执行局 、审
判监督庭、民庭 、刑庭等部门工作 ，从一
个青涩的小姑娘成长为可以独挡一面的
刑事女法官。

面对狡猾、罪大恶极的罪犯，她执法
如山、 铁面断案； 看到需要帮助的当事
人， 她倾心相助， 拉近法律与群众的距
离。

26 年的法院工作生涯， 彭艳飞始终
不忘初心、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真诚对
待每一个当事人。2015 年 1 月，彭艳飞被
最高人民法院评为 “全国优秀法官 ”；
2017 年 3 月，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日前，彭艳飞
获评全国平安之星。

喜欢抠细节的铁面女法官
2019 年 3 月 26 日，郴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陈莉
明 、李强 、李小猛等 10 人涉嫌犯故意伤
害、非法拘禁 、寻衅滋事 、聚众斗殴罪一
案。 庭审中，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并向被害人家属道歉，该案当庭宣判。

庭审结束后， 该案主审人的彭艳飞
终于松了一口气。

“该案有 10 名被告人 ，涉及多个罪

名多起犯罪事实。 每个人犯罪程度不一
样，一定要细致地查明事实，才能作出准
确的判决。 ”为准确把握案情，彭艳飞一
个月时间内， 加班加点查阅全部案卷材
料，审查相关证据，并制定出案情汇报表
格。 该犯罪团伙每次作案时有哪些人参
加，具体做了什么，表格中都清清楚楚。

“这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法官必须
要很耐心。 ”彭艳飞举了个例子，“在某次
犯罪活动中， 这个被告人说自己只是去
围观了， 但另一个人说看到他拿了板凳
打了人。 这些细节都需认真审查清楚。 ”

在很多人看来这些可能是无关紧要
的小细节，但彭艳飞认为一名法官，必须
去接近并还原客观事实， 这是公正的基

础，也是办成一件“铁案”的必要条件。
从阅卷 、提审、再到开庭准备 ，彭艳

飞都一丝不苟，认真谨慎。 为了保证庭审
顺利进行，她多次与公诉机关、辩护人沟
通，并先后前往宜章县看守所、郴州市看
守所召开庭前会议。

据悉， 这场庭审在中国庭审公开网
上进行直播，当日点击率达到 10 万人次
以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2020 年 1 月， 该案的庭审被最高人民法
院评为“全国法院百场优秀庭审”。

传递司法的柔情与温度
“看到那么小的孩子因为一时冲动

站在被告席上，我的鼻子很酸，心里很难
受。 ”今年 1 月，彭艳飞审理了一起故意
伤害案。 一名初三学生小文（化名）因为
跟同学发生口角，拿起拖把打向同学，造
成同学重伤。 因为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
最终，小文被判缓刑。

庭审前， 彭艳飞得知小文的父母常
年在外务工，对小文的关心很少。 “小文
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如果没有父母在身
边关心， 经历了这次， 很怕他又胡思乱
想，耽误一生。 ”考虑到现状，庭审后，彭
艳飞又找到小文的父母做工作， 希望他
们能及时关心小文。 听了彭艳飞的劝导，
小文的父母决定一人回家， 关心教育好
孩子。

“彭法官，谢谢您。 没想到您能为孩
子考虑这么多。 ”小文的父母不停说着感

谢。
“我是一名法官，也是一名母亲。 在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我想为当事人多做
一点。 ”在彭艳飞看来，司法看似冰冷，但
不能缺少温度，“这可能也与我多年的民
事审判经历有关。 ”在民事审判第一庭工
作时，她审理的大多是离婚案件、抚养案
件、赡养案件等家事纠纷。

“盒饭宝宝”和“不合格”的妈妈
彭艳飞的女儿还记得小时候， 自己

给自己起了个“盒饭宝宝”的名字。 那时
还在民庭工作的彭艳飞， 每天忙着开庭
调解写文书，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女儿，经
常带着女儿一起来办公室加班。 没时间
做饭， 女儿放学后就经常到一家盒饭店
吃盒饭，所以自称“盒饭宝宝”。

有一次， 郴州中院已经退休的副院
长刘志辉遇到去吃盒饭的她，说“你妈妈
真优秀，是全国优秀法官”。 彭艳飞女儿
却说：“我才不要全国优秀法官妈妈 ，我
只要给我做饭的妈妈。 ”

“后来 ，刘院长告诉我这件事 ，我的
眼泪夺眶而出，对孩子，我是愧疚的。 ”彭
艳飞自认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现在，上
大学的女儿最担心的还是妈妈。 “妈妈长
时间伏案看卷，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每次
看她在家里贴膏药，我都很心疼”。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法官之路确
实艰辛， 但艰难方显勇毅， 磨砺始得玉
成，更多的是收获，是成长。 ”彭艳飞说。

“拼命三娘”的铁血柔情
———记全国平安之星、郴州中院刑一庭庭长彭艳飞

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丁茜是省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员额检察官， 法律科班出身的她工作以
来一直在办案一线从事公诉工作，13 年
高质高效地办理了 200 余件刑事案件 ，
其中死刑二审案件 60 余件、中管及省管
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12 件。 先后 8 次获评
全省检察机关 “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员额检察官”，立个人三等功 2
次，2020 年荣获“全国优秀公诉人”称号，
并入选全国职务犯罪检察工作人才库。

近日， 记者在丁茜的办公室见到了
她。 她开口轻语，就如她端来的那杯茉莉
花茶一样，清冽而有温度。

巧解追诉时效难题
2019 年 6 月 20 日， 失踪 16 年的邓

世平的遗骸在其曾经工作的学校操场跑
道内重见天日，一桩 16 年前的命案浮出
水面。 此案迅速成为舆情关注的焦点。

丁茜临危受命 ，成为“操场埋尸案 ”
相关公职人员渎职犯罪系列案专案组成
员，驻新晃县办案，全程参与指导该系列
案的审查起诉、引导取证和出庭公诉工作。

进入专案组， 丁茜遇到的第一个难
题是追诉时效的问题。 案件发生在 16 年

前，而 10 名涉案人员涉嫌罪名的法定追
诉期限分别为 10 年和 15 年。

丁茜围绕被害人家属长期控告这一
重要事实，迅速列出取证清单，引导侦查
取证， 查实了被害人家属在追诉期限内
提出控告， 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
案的事实。 根据刑法第 88 条的规定，成
功解决了该案诉讼时效的问题。

丁茜介绍，10 名涉案人员的渎职行
为相互交织，法律关系特别复杂，能否根
据各涉案人员的犯罪行为特点， 精准适
用罪名，成为专案组遇到的又一难题。

81 本厚厚的案卷材料堆在她面前 ，

丁茜对全案证据进行细致的审查、甄别，
通过引导侦查取证进一步完善全案证据
体系， 并对各涉案人员的渎职行为进行
准确“画像”。 她提出的定性意见也作为
检察机关最终起诉指控意见，并被一、二
审法院完全采纳。

科学构筑证据体系
被告人齐某为了赖账烧毁借条 ，伙

同他人携带汽油到债主家， 将女主人及
两名子女烧死。2002 年该案发生后，在长
达 10 年的时间里，一审法院 3 次判处齐
某死刑，二审法院均以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丁茜细致地审查案件材料， 谨慎入
微地论证还原案发经过， 针对案件中存
在的疑点和矛盾， 对多名重要证人及同
案人何某进行复核取证。

随着审查、复核工作的深入开展，齐
某提出的没有作案动机、没有作案时间、
没有到过案发现场的无罪辩解被逐一查
否，困扰办案人员多年的证据矛盾、疑点
问题也被逐一解释消除， 锁定齐某为主
作案的证据体系进一步完善。

庭审中，在她的步步追问下，齐某对
案发后自己的种种反常表现无法自圆其
说；在她的指控论证下，齐某的翻供谎言
被当庭一一揭穿， 其故意杀人的事实真
相逐渐得以还原。 检察机关当庭发表的

认定意见被二审法院全部采纳。最终，二
审法院裁定维持一审对齐某的死刑判
决。 经最高院核准，2013 年何某被执行
死刑。

女性柔情与司法温度
“我是怀着感恩和激动的心来的。 ”

2020 年 4 月， 湖南一上市公司董事长带
着锦旗和感谢信来到省检察院， 对检察
机关助力公司上市表达感激之情。

该公司董事长曾因涉嫌行贿被移送
省检察院审查起诉。经严格审查，办案组
根据最高检发布的规范办理涉民营企业
案件 11 条执法司法标准，认为该董事长
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需要判处刑
罚。 随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为了消除证监会发行审查委员会对
通过该公司上市申请的疑虑， 他希望检
察机关能够出具一份情况说明。 “我们坚
守法律底线 ，逐字逐句 、反复推敲 ，修改
了 20 余次。 ”丁茜说。

这份说明，既铁腕“除虫”又柔情“护
花”。 最终，该公司的上市聆讯得以顺利
通过。

“每逢职务犯罪的大案要案，我们首
先想到的是让丁茜来做公诉人， 她是一
名极具工匠精神的检察官， 每个案件都
力求办得完美。 ”省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
任祝雄鹰一番思索后，郑重地评价。

用工匠精神对待每一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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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平安之星、省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员额检察官丁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