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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田丽丽）
近日， 株洲市荷塘区法院顺利
执结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 ，被
执行人孔某主动将自己变卖金手
镯所得款项交至法院， 执行法官
通知申请人执行人领取。

据悉， 原告刘某诉被告孔
某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经该
院判决， 判令被告孔某偿还原
告刘某明借款本金人民币 20

万元。 判决生效后，孔某一直未
按判决履行义务。 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后， 执行法官依法向被
执行人孔某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 财产报告令等执行法律文
书。 在执行过程中，孔某提出只有
晚上有时间， 考虑到被执行人的
实际情况， 执行法官晚上将申请
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约至法院。

经过一番耐心释法说理 ，

孔某表示虽患有疾病， 但愿意
积极履行义务， 被执行人在向
申请人执行人支付款项 15 余
万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让执
行法官没想到的是， 被执行人
孔某第 2 天再次来到法院 ，主
动将自己变卖金手镯所得的款
项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债务 。
至此， 一起借款合同纠纷圆满
画上句号。

追求极致的检察追梦人
———记茶陵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雷桂卉

通讯员 冯田

从检 12 年以来，雷桂卉始
终以追求极致的严谨态度对待
检察执法办案工作， 取得了突
出的工作业绩， 先后获评湖南
省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先进个人、 湖南省检察机关第
六届“十佳公诉人”、株洲市“十
大平安卫士”、株洲市政法工作
先进个人、 株洲市优秀女检察
官等荣誉。

“躺平”也要除恶务尽
2020 年， 雷桂卉被评为全

省检察机关扫黑除恶先进个
人。 秉持“一个不放过，一个不
凑数”的办案原则，她共办理涉
黑涉恶案件 26 件 84 人。

荣誉背后， 是她高强度的
工作， 当然也让她的身体发出
了警报———颈椎、 腰椎间盘突
出。 虽然医生建议她住院卧床
休息，她却总说“再坚持坚持”，
实在痛得没法子就干脆躺着看
案卷、看文书，一边口述一边让
书记员帮她录入系统， 这也是
为什么她被大伙戏称是“躺平”
的检察官的由来。

2018 年 5 月份， 茶陵县检
察院受理了雷某、邓某等 13 人
涉恶案件。 该案案情看似简单，
实则错综复杂，且涉及茶陵、炎
陵两个犯罪地点。 雷桂卉接到
卷宗后 ，全面 、细致 、系统地审
查每份证据材料， 根据多年的
办案经验， 她敏锐地察觉到邓
某可能在炎陵还有其他违法犯
罪事实。 遂立即向领导进行汇
报，跟公安机关沟通，建议公安

机关转变侦查思路， 将案卷中
呈现出来的线索，列出详细的、
具有针对性的退补提纲， 将案
件退回侦查机关继续侦查。

为进一步明晰案情 ， 精准
打击恶势力犯罪。 经请示上级
检察机关后， 茶陵县检察院决
定对该案进行分案处理， 对可
能涉及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邓某
等 4 人，建议由公安机关撤回，
待犯罪事实查清后与新的同案
犯并案一并移送审查起诉。

2018 年 10 月 23 日， 公安
机关侦查终结以恶势力犯罪集
团对邓某等 7 人涉嫌寻衅滋事
罪移送审查起诉， 雷桂卉制作
了 8 万多字的审查报告 ， 将案
件起诉至法院， 最终起诉书指
控的事实和罪名全部被法院采
纳 ， 邓某等人被判处 1 年至 8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雷桂卉通过追诉 、 引导侦
查取证、检察建议等形式，助推
线索成案， 成功追诉了以邓某
为首的跨地域恶势力犯罪集
团， 并且还牵出了谭某华等人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线索 。
该案的成功办理取得了良好的
法律和社会效果， 得到了省扫
黑 除 恶 督 导 组 的 充 分 肯 定 ，
还被选编入湖南省扫黑除恶
典型案例 ， 被省市多家媒体
报道 。

像守护自己的孩子那样
做好未检工作

“孩子是家庭和祖国的未
来， 保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是我
们未检人的责任。 ”雷桂卉说，
同样作为一名母亲， 保护好孩
子，我必须坚守。

在严厉查办侵害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的同时， 雷桂卉坚持
能动履职，助推溯源治理，为孩
子们健康成长筑牢防火墙。 在
办理陈某强奸罪一案中， 她发
现教职工队伍素质建设、 校园
安全管理、 校园内预防性侵机
制、 防性侵教育等存在的若干
问题， 迅速向县教育局发出检
察建议书。 教育部门接到检察
建议后立即进行了整改， 通过
建章立制，有效堵塞漏洞，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2022 年 5 月， 雷桂卉办理
了一起盗窃案。 未成人犯罪嫌
疑人谢某涉嫌盗窃， 但具有自
首 、从犯 、赔偿损失 、取得谅解
等量刑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九条的规定，谢某的行为
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 ，危
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雷桂卉及时跟公安机关沟
通，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

关遂提出将案件撤回。 鉴于谢
某系未成年人， 心智发育不成
熟，为了防止其再犯罪，雷桂卉
在同意公安机关将案件撤回的
情况下， 仍对谢某进行了社会
调查， 发现其监护人监护不力
的情况，遂向其监护人发出《督
促监护令》，并与第三方机构签
订观护帮教协议， 对其进行精
准化的帮教。

两年来，雷桂卉通过教育 、
感化、 挽救涉罪未成年人近 20
人，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同
时， 雷桂卉积极组织参与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 组建了法治宣
讲团，组织开展了 20 余场次校
园法治课， 为乡村留守儿童撑
起一片法治蓝天。

大山里走出来的学习达人
如果说心思缜密 、 雷厉风

行，是雷桂卉执法办案的风格，
那么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就是
是她取得成功的秘诀。

“我从来都不是最聪明的
那一个， 但是我一定是最勤奋
的那个。 ” 大山里长大的雷桂
卉，除了日常上下学，还要帮家
里干繁重的农活， 通过日复一
日的刻苦学习， 顺利的考上大
学、考入茶陵县检察院。

在学习的道路上 ， 持之以
恒是雷桂卉最宝贵的品质。 虽

然大学 4 年打下了较为扎实的
理论功底， 但是走上工作岗位
后， 更需要结合办案实践不断
完善和充实理论体系。 加之在
基层办案压力大， 没有时间集
中学习， 尤其是作为两个孩子
的妈妈， 下班后需要时间照顾
孩子，时间从哪里来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她擅长利
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特点 ，在
家里做家务的时候、 上下班途
中她都通过播放视频或语音来
学习，甚至晚上孩子们睡了，她
还会再学习 1 个小时。 通过这
样的日积月累， 她逐步建立和
完善了自己的法律知识系统 ，
同时还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发
现疑问，经常虚心地向同事、前
辈请教，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公
诉人， 那就要不断地学习和淬
炼。 ”雷桂卉说。

2020 年， 雷桂卉以株洲市
第 1 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第二
届株洲市检察机关公诉业务竞
赛“五佳公诉人”称号。 2021 年，
她又以全省第 4 名的好成绩 ，
获得了第六届全省检察机关公诉
业务竞赛“十佳公诉人”称号，逐步
成为了茶陵县检察院刑事检察业
务的核心业务骨干。

正是雷桂卉依靠迎难而上
的拼搏精神、 追求卓越的进取
意识和追求极致的工作态度 ，
始终保持着对法律的尊崇敬
畏、对检察职业的初心、对工作
昂扬的热情， 用心血和汗水践
行着一名基层检察干警的初心
和使命， 诠释了人民检察官的
忠诚与担当。

学法懂法守法共成长
近年来， 株洲市荷塘区法院积极走进校园开展法治讲

座，进一步提升学校师生知法守法懂法意识，增强自我保护
能力，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近日，株洲市荷塘区人民
法院送法进校园， 为株洲星雅实验学校的 600 余名新生送
上开学第 1 堂法治教育课。

通讯员 田丽丽

本报讯 （通讯员 傅南 张
谧安）8 月 2 日，株洲市司法局
党组书记 、 局长曹跃良一行
到江西省萍乡市 ， 对接交流
“振兴湘赣边 ， 法治在身边 ”
工作 。

曹跃良实地走访了安源区
城郊司法所、 高坑镇丰园村法
治文化阵地和萍乡市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 详细了解萍乡在依
法治市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中

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座谈
会上 ， 萍乡市司法局党组书
记 、 局长邱剑与曹跃良就两
市强化市域协调配合 ， 整合
法律服务力量 ， 优化法治资
源 ， 推动湘赣边区域法治工
作深度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交流 。

“振兴湘赣边， 法治在身
边” 主题活动由株洲市司法局
发起， 以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在

推进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
设中各项职能作用为目标 ，包
括 “振兴湘赣边 ，普法宣传先
行”“振兴湘赣边， 法律服务伴
行”“振兴湘赣边， 人民调解随
行”3 大计划， 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湘赣边区
域合作示范区建设的重大决策
部署和湘赣两省省委省政府 、
吉安萍乡株洲市委市政府相关
重要举措。

曹跃良赴萍乡对接“振兴湘赣边，法治在身边”工作

法官释法明理 被执行人变卖首饰偿还欠款

图片新闻

人物档案
雷桂卉，女，1986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2009 年考入茶陵县检察院，先后在侦查

监督、公诉、办公室等岗位工作，现任茶陵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