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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朱慧芳

今年以来， 常德市武陵区卫健局通
过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区委
建设“清廉武陵”的决策部署 ，抓紧清廉
主线，擦亮清廉底色，以“三加强”强力推
进“清廉医院”建设。

通过出台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党支
部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健全了基层党支
部班子责任分工， 确定党支部书记为清
廉医院建设的第一责任人 ， 明确了专

（兼）职人员负责纪检监察工作。 建立健
全了党的建设、内务管理、业务工作等制
度，补齐 “三重一大 ”、婚丧事宜报告 、重
大事项报告、“两同时” 谈心谈话等工作
短板，落实了党务政务公开制度，主动接
收群众监督。

在选人用人关上， 对基层单位负责
人实行任期责任制和聘期轮岗交流制
度， 并进一步完善医务人员中高级职称
晋升考评办法， 鼓励广大医务人员积极
努力学习， 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让能干

事、干得了事的同志在合适的岗位和职位上
得到充分的应用，用好人才用活队伍。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构建医风清新
的道德生态。 今年以来,该局立足主责主
业 ,积极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拓展廉政教
育内容 ,以集中学、分散学、请专家讲、让
党支部书记上党课等多种方式为党员干
部上“一堂课”。 打出了学法律法规党纪
党规、练纯正医德医风 、培育纯正家风 、
做好以案促改“后半篇文章”等方面的学
习教育。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构建院风清廉
的行业生态。 紧盯五一、端午等重要节假
日时间节点，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及时纠正整改。 继续深入开展医疗机
构依法执业专项整治，紧盯医疗保险、医
药购销、 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 关键环
节，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行为。 继续深
入开展“床位”和 “一卡通”整治 ，加大对
收受红包 、回扣 ，滥检查 、乱收费等行为
的查处力度 ，对违反“九不准 ”规定的行
为，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充满正义和温情的彩虹之桥
———鼎城区人民检察院“彩虹桥”未检工作室侧记

通讯员 谢祥苗

彩虹，连接着雨水和阳光，把世界上
一切柔和的颜色凝固在空中。

“彩虹桥 ”未检工作室 ，连接着正义
和温情，让每一朵花蕾都能绚烂绽放，让
每一棵树苗都能茁壮成长， 把蓝色 “检
爱”遍染江南。

近年来， 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少
年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一号检
察建议”为抓手，创新打造“彩虹桥”未检
工作品牌，全力开展 “检爱同行 ，共护未
来”“利剑护蕾”等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水平， 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

“彩虹桥 ”未检工作室成立以来 ，共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20 余场，受理涉未成
年人审查起诉案件 61 件 85 人， 依法对
21 名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
未检检察官高晨宇、赵舒颖分别获评“常
德市十佳政法干警 ”“常德市最美志愿
者”。

向着光：
持之以恒落实“一号检察建议”
这是一起让人深思的帮信案例。
“聪明 ”的孩子通过刷抖音 ，联系到

了收卡的上线 “阿四 ”，“阿四 ”承诺每提
供一张银行卡用于“过账”就给 1000 元 ,
如果带人过去做事就每个月给 8000 元。
“聪明”的孩子马上邀约“老实”的孩子前
往贵州，以 “老实 ”孩子的名义办了一张
银行卡，愉快地交给了“阿四”，每人获得
了 2000 元的报酬。

一个 “聪明 ”，一个 “老实 ”，就这样
“绑”到一起，变成了“帮信”人员。

不公开听证日期到了， 考虑到孩子
远在福建，母亲又在贵州，“彩虹桥”未检
工作室决定采用“云听证 ”的方式进行。
现场听了案情和各方意见后， 听证员本
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孩子们
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评议结论。依据“少
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鼎城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对涉案未成年人做出相对
不起诉决定。

“孩子知道错了，公安调查之后瘦了
二三十斤。接到传唤后，这几天都不怎么
吃饭。 ”孩子母亲的致歉也让未检检察官
江龄陷入深思， 正值青春年华的孩子们

为什么会走上迷途，是父母疏于管理，还
是社会陷阱太多？ 她提笔写下了一篇感
言：“希望这善意如光， 能给在困难生活
中挣扎的人们带来向上的力量， 愿我们
一起共沐这美好春光。 ”

向着光 ，正是“彩虹桥 ”未检工作室
成立的初心。

为认真落实高检院机制改革的要
求，2021 年 6 月，鼎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彩
虹桥未检工作室的基础上增加未成年人
刑事执行、民事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
务，设立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统
一集中办理未成年人检察业务， 实现未
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客观需要。

“彩虹桥”未检工作室充分发挥未检
工作职能， 将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作为监督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工作的主
攻方向， 重点对曾发生教职工性侵害学
生案件、留守儿童较多、城乡结合部的学
校进行重点督导，经查证属实坚持“零容
忍”的态度全部予以严惩。 2022 年，该院
联合区公安局、 区教育局对辖区内 4000
余名在编在岗的教师进行大查询， 发现
40 余名教师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犯罪
行为， 对存在性侵犯罪记录的已督促教
育局予以解聘处理。

追着光：
七色彩虹引领迷途少年归航
这是一次让人警醒的成长教育。

14 岁的杨某和同学在某网吧旁对一
学生实施殴打，造成其轻微伤，并抢走手
机一部， 杨某因涉嫌抢劫罪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

案件移送至鼎城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 未检检察官赵舒颖审查案卷时发现，
杨某和被害人其实是邻居， 因为两人闹
矛盾，杨某认为自己受到欺负，才邀集同
学实施了抢劫。 未检干警对杨某的家庭
状况、邻里关系、在校表现等进行详细了
解调查得知，杨某平时在校表现良好，此
次犯罪是一时冲动，系初犯，且已被一所
重点高中录取。

在赵舒颖的鼓励下， 杨某真诚赔礼
道歉，向被害人退还了手机，赔偿医药费
等费用，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鼎城区检
察院决定对杨某附条件不起诉， 并对其
进行为期 6 个月的监督考察。 考察期间，
杨某遵守法律， 积极改过， 顺利通过考
察。 该院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将档
案进行了封存。

案件办完后， 赵舒颖继续对杨某进
行跟踪帮教，多次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后
在高考中，杨某考了 604 分，其母亲第一
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赵舒颖。 在了解
到他有从事法律工作的愿望后， 赵舒颖
也给出了志愿填报建议。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人
生的路从出发时就要选好，否则，就会满
盘皆错。 “彩虹桥”未检工作室联合各乡

镇街道将法治课堂， 开到了辖区的每一
个社区、每一所学校 ，同步开展 “彩虹桥
课堂”线上、线下法治课程，让 “彩虹桥”
团队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心
灵的治疗师。

发着光：
检察温度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这是一种让人恻隐的检察温度。
2020 年 2 月 5 日， 邹某某带女儿果

果入住鼎城区迎峰宾馆。 3 月 20 日，邹
某某在没有对果果生活做任何安排的情
况下独自外出， 将果果一人遗弃在宾馆
房间内，就再也没有回来。 3 月 25 日，发
现事情蹊跷的迎峰宾馆老板， 在联系不
到邹某某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报警。

案发后， 鼎城区公安局第一时间邀
请鼎城区检察院提前介入， 并就果果的
安置问题共同商量解决办法。 在公安、民
政、社区多方力量的协助支持下，案发一
个星期， 果果被送往常德市未成年保护
中心临时监护。

孩子以后的成长教育问题怎么解
决，要找到一个怎样的监护人？

在没有准生证、结婚证的情况下，提
前介入时检察机关要求进行的亲子鉴定
发挥作用，5 周岁的果果在 2021 年 3 月
取得正式户籍和身份信息，也不再是“黑
户”。 在鼎城区检察院发出了检察建议之
后，2021 年 4 月 19 日， 武陵区人民法院
判决撤销邹某某为果果的监护人的资
格，指定武陵区民政局为果果的监护人，
让果果顺利入读 “阳光幼儿园 ”，从此有
了新“家”和新“妈妈”，开启了新生活。

2022 年， 该案被常德市人民检察院
评为优秀案件。

“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依法保护
未成年被害人的各项合法权利， 探索推
动对未成年被害人办案、 救助一站式服
务， 并积极开展心理疏导等司法救助工
作，尽力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承办
检察官介绍 ，该院以 “一站式”办案工作
实施方案为契机， 积极探索与相关部门
单位在未检工作上如利剑护蕾、 帮教救
治、强制报告、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监督考
察等方面的协作配合，深化检校合作、检
社合作， 助推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化大融
合大发展。

拨开成长路上的阴霾， 撑起青春路
上的艳阳伞，“彩虹桥”未检工作室，一路
与你风雨同行，开往“未”来！

武陵区卫健局强力推进“清廉医院”建设

“彩虹桥”未检工作室检察官对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进行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