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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举办的吉林省首届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业务竞赛上，一个哺乳妈妈的身影吸引了在场所有

人的目光。她是辽源市西安区检察院的主任检察

官赵珍妮，她居然带着母亲和七个月大的孩子来参

赛，并获得“吉林省首届未检业务竞赛标兵”称号。

她带母亲和孩子去参赛

接到赛事通知时，赵珍妮也曾想过把孩子留在

家里，全身心的准备比赛。但她默问自己，“如果自

己的孩子都照顾不好、教育不好，如何配做一个合

格的未检人？又如何去说教别的家长好好教育孩

子？”

于是，她决定，一面参加集训学习，一面照顾孩

子，并随时关注单位的工作。集训期间，虽然她人

没在单位，但没有落下一项重大工作。

“她可能不是集训队中学习时间最多的那个，

但一定是最刻苦的那个。”检察官学院的教官这样

评价她。

在参加全国赛的时候，高检院的要求，参赛选

手是不得带随行人员的，她在哭过一场之后毅然离

开生病的孩子随队奔赴北京。比赛的一周内，她抛

下了所有杂念，一面全身心的投入比赛，一面通过

各种途径向发达地区的选手学习未检工作经验、寻

找差距。

虽然勇夺“全国第一届未成年人检察业务能

手”，但回到工作单位后，她没有片刻的放松，而是

将学来的经验认真整理，使其转化成自己的工作方

法，并摒弃原来的“就案办案”的观念，把实现未成

年人的最大利益当做奋斗目标。

她还要考取心理咨询师

在办理阿强（化名）故意伤害案时，未检办的检

察官们加班加点，分析犯罪原因，建议双方刑事和

解，不批捕。而后，赵珍妮还到看守所接回阿强。

当得知阿强与家长之间存在矛盾，而且家中经

济条件差，并给被害人的赔偿金全是借来的，使阿

强产生了严重的心理负担。为防止他再次走上犯

罪道路，赵珍妮在联系到一位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对阿强进行了专业的心理疏

导，心理疏导打开了阿强和父亲之间多年的心结，

阿强的脸上甚至有了淡淡的笑容。

这件事让赵珍妮很受触动，她认识到了学习心

理咨询的重要作用。随后，她就报名参加了2016

年的国家心理咨询师考试，因为工作繁忙还需要照

顾孩子，她的学习时间很少，有些吃力。但她已经

做好了长期学习的准备，因为对她而言，这项学习

并不是取得一纸证书，而是她真的想要学会心理咨

询的技能，真正为那些有心理问题的未成年人做些

什么。

她一直相信，刑事案件不是未成年人的人生走

向毁灭的站台，而是让他们勇敢面对曾经失足的自

己，学会承担责任，改正错误，重拾信心的成人礼，

在这个过程中，检察官多付出一些，未成年人就会

多成长一些。

她用法律守护青春

4年来，赵珍妮从未检科的副科长变成主任检

察官，从单身女干警变成一位年轻的母亲，身份几

经转换，不变的唯有她对未检事业越来越深的热

爱。

2016年的清明小长假，赵珍妮一如每个休息日

一样，来到单位加班，这是她在未检科成立以后养

成的习惯。

《周末办案制度》是未检成立之初她和科里的

干警一起研究起草的，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因为实

用性很强，一直延续至今。几年下来，这项制度取

得了非常好的办案效果，目前《周末办案制度》已经

扩大了适用范围，被害人或者证人是未成年人的案

件，同样适用这一制度。

“你要好好想一想，等你长大后，你想用什么方

式养活自己，如果你不喜欢学习，你的成绩不好，那

么你至少也要学会一门赖以为生的技术，现在的成

绩好坏不重要，未来能不能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

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靠

自己的力量生活。”赵珍妮正在给学生上法制课。

我们知道，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很复杂，个人法

律意识淡薄、心理问题无法排解、家长教育不当，学

校重知识教育、缺乏人格培养，社会舆论的错误引

导等，这些都可能诱发犯罪。“作为一个未检人，我

们的个体能力很有限，但可以通过宣传，增强学生

的法治观念，引导家长的教育方式，给学校和老师

提个醒，给舆论多注入一点正能量。”赵珍妮说，“我

们每多做一些，可能就会减少一些犯罪，我给学生

多讲讲课，至少认真听过我讲的那些案例的学生，

就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带着这样的信念，她先后给多所学校的学生讲

了法制课，并且还兼任了一些学校的法制副校长，

每多讲一次课，她都觉得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一

些。

大爱成就未来
——记辽源市西安区检察院主任检察官赵珍妮

穆德爽 牟莎莎 张恒旭

走进吉林省延边州和龙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案

件刑事检察办公室，“青春”是他们给人的第一印

象。然而意气风发、铮铮铁骨、平均年龄不足30

岁的他们，在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工作中却饱

含柔情。他们用柔软的双手抚慰祖国的“花朵”,

传递着共和国法律的温度；他们明澈的双眸闪烁

着希望的光亮，照亮祖国“花朵”执爱前行的旅程。

“没有检察院未检办的哥哥姐姐，就没有我的

今天，我会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做个有用的人。”

张某动情地说。望着眼前自信、阳光的张某，人们

很难将他和5年前那个见到警车撒腿跑的问题少

年联系在一起。

事情还得从5年前那起故意伤害案说起。5

年前，张某还是个17周岁的少年，因琐事与伙伴

发生口角，情急之下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向其

胸部，被害人因失血过多死亡。案发后，张某主动

投案、如实供述，悔不当初，张某家属积极对被害

人家属进行了赔偿，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执行。

小村子里出了命案，这可引起了不小波澜，村

民们议论纷纷。出乎意料的是，得知张某获刑，乡

亲们没有丝毫同情，倒是很解气。从村长口中得

知，张某平日里就愿意打架斗殴，有明显的暴力倾

向。与张某交谈时发现他对判决没有正确的认

识，认为自己已经“放出来”了，没什么事了。“不能

让这个少年再走弯路了”意识到这一点，未检办的

年轻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其送进和龙市希望

福利院接受帮教。张某在福利院生活的这几年

中，未检办的年轻人成了福利院的“常客”，他们争

相研究起了心理学，通过给他讲名著，讲案例，鼓

励他重新做人，坚持轮流定期为张某做心理矫

正。在未检办年轻人专业、耐心的鼓励帮助下，张

某终于“浪子回头”。他在福利院学会了开铲车和

烧锅炉的技术，掌握了糊口的本领，每到农忙时

节，他还租着农械揽

着播种、收割的活儿，

日子也愈发富足了。

不久前,刚被任命为

治保主任的他,又与

村里几家困难户合伙

在村里开起了小超

市,张某说:“我受检

察院的帮助才有今

天，我现在是村干部

了，更有义务去帮助

别人。”现在在村里提

起张某，乡亲们都说：

“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这小子脱胎换骨了！”

审讯室里，聋哑

人吴某泣不成声，手

语老师含着眼泪为我

们做了翻译。原来，

犯罪嫌疑人吴某先天

聋哑，他盗窃是为了

给正在念高中的孩子

筹集学费。

为了帮助这个家庭渡过难关，未检办的年轻

人自掏腰包，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期间，坚持每月

为孩子送去200元生活费，并与相关部门协调，为

这个困难家庭申请到最低生活保障金。“你安心改

造吧，我们一定让孩子有学上！”面对青年检察官

的安慰，这位七尺高的汉子又掩面落泪了……

可以这样说，每一起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几乎

都有令人心酸的故事，和龙市检察院未检办的检

察官们用他们的青春热血温暖了一个个失足的少

年，挽回了一个个即将破碎的家庭，彰显了法律的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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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曼苓打开电脑，QQ一闪一闪：“李

姨好,我是朱力（化名）,我现在在上海打

工,我已长大了,知道以前的行为是多么

可恶,多亏您像母亲一样教育我,给我重

新做人的机会。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

希望,用劳动证明自已,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李曼苓含着泪却笑了。

作为吉林地区集中办理未成年刑事

案件首家试点单位,吉林市船营区“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检察科”已经走过了7个

年头，这些“未检妈妈”用温暖的坚守唤

回了一个个迷途的孩子，回顾这7年来

的点滴，那些稚嫩的面孔都深深印在了

她们心里。

一切为了孩子不再彷徨

2008年6月, 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

作为省、市院在吉林地区集中办理未成

年刑事案件首家试点单位,率先成立了

“捕、诉、监、防”一体化的“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检察科”,负责吉林市城区6个区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诉及犯罪

预防工作。

根据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特点，

该院党组决定把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交给4名有刑检工作经验、善于做思想工

作的女检察官。接到任务的她们，深感肩

上责任重大。因为未成年人工作影响深

远,关乎到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而

且试点工作还要“出亮点、出经验、出标

准”,面对如此艰巨而光荣的工作任务，她

们没有退缩，毅然地挑起了这副担子。

在市区内的初高中、职技校，她们先

后推出”检校共建平安校园“”法制教育校

园行“”法律伴我成长”等系列活动,先后

到20余所学校进行法制讲座,受教育师

生达15万余人,她们还与学校共建法制

教育基地。通过这些活动,构建了未成年

人犯罪的“预防墙”，在潜移默化中把法律

意识和法治观念根植在学生们的心中。

随着新媒体的广泛普及，该院未检

部门于 2012年在正义网开通“船营未

检”微博，这也是吉林省首个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的微博,她们以此为载体，围绕

“青少年与法”这个主题,实时发布最新

的法律法规、青少年普法宣传案例、青少

年自我保护常识、青少年法制新闻与热

点、维权动态等，使青少年能在此中受

益，进而“知法、守法、用法”。由于她们

用心经营，很多文章都富有新意，并在正

义网首页多次传播。《检察日报》头版以

《“检察官妈妈”主掌未检微博:懂少年心

理 常唠唠家常》为题，报道了科室带头

人李曼苓的事迹。

用爱守候那些迷途的孩子

“每次办案,面对一个个稚气未脱的

面孔，我们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这些孩

子本应还在学校读书,但却误入歧途,

今后他们的人生该如何继续?”李曼苓

说，她们下定决心不能让这些孩子的

人生毁于一时“迷途”，要为孩子的成

长保驾护航。

2015 年，当地公安机关以涉嫌妨

害公务罪对三个高一学生提请逮捕。

受案后，在提审三个犯罪嫌疑人时，其

中的张某态度非常蛮横，根本不认罪，

理直气壮地问：“不就是喝多了酒把警

察打了吗，这算什么事啊？”

面对这对法律无知的孩子，女检察

官孙珂耐心地为他讲解，他的所作所

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也违犯了法律，让

他认识事情的严重性。但张某根本听

不进去。

面对这种情形，孙珂和朋友一样和

他谈心，从学校、同学到学业谈了很

多，当张某意识到，由于他的鲁莽，可

能再也不能上学的严重后果时,流下

了悔恨的泪水,并恳求孙珂给他一次

机会,保证以后一定好好学习，不再触

犯法律。

鉴于三人均系未成年人在校学生，

也是初犯、偶犯，在办案人的建议下最

后对三人做了不捕、不诉处理，并与家

长和学校签订帮教协议。

如今，在她们帮教过的未成年人

里，有的当兵了，有的考上大学了，有

的走上工作岗位了，有的在班上当班

长了……孩子们的可喜变化让她们的

工作变得更有意义。

还他们本该多彩的未来

2014年4月，该院未检科受理一起

聚众斗殴案件，犯罪嫌疑人杨某在学

校和同学发生矛盾后，当晚纠集了其

他学校的4名学生来到学校门口，将与

之发生矛盾的同学殴打致伤。

承办检察官孙艳萍审查时发现，杨

某作为高三学生,在校学习很好，而且

马上6月就要参加高考，面对人生中如

此重要的一次考试，她深知如果将其

逮捕，将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前程。于

是，孙艳萍像妈妈一样，对杨某进行谆

谆教导，温柔耐心的话语，使杨某认识

到自已行为的严重性，并表达渴望参

加高考的心愿。

她的不懈努力换来最终不批准逮

捕及相对不起诉的决定，杨某可以按

时参加高考，其他学生也顺利回归学

校。回归学校的杨某没有辜负“未检

妈妈”对他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了大学，“孩子们最终能迷途知返，走

上正途，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心愿和对

我们最好的回报。”孙艳萍发自内心的

感叹。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规定

了特别程序，为落实新刑事诉讼法的

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争

取社会力量共同关护未成年人，该院

未检科女检察官们走访相关单位,建

议吉林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吉林市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中心”;与市团委

等多家部门联合,建立了一支由共青

团干部、老师、社工、大学生助理等39

人组成的“合适成年人队伍”; 与社

区共建“未成年人关护工作站”、建立

了以心理疏导为主的“青少年温馨小

屋”。

她们还牵头召开吉林市城区公、

检、法、司未成年刑事司法工作会议,

实现了公、检、法、司法律援助、社会调

查、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全覆

盖,切实维护了涉罪未成年人的各项

诉讼权利。

让折翼天使展翅飞翔
——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未检工作纪实

穆德爽 牟莎莎 张恒旭

“在任何一个岗位工作都或多或少

存在压力，关键是看你对工作的热爱程

度，如果深爱，压力再大，也乐此不疲。

我深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虽然这项工

作对我来说有挑战性，但我深信在大家

的帮助下，一定能够把这项关乎下一代

成长、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事情做

好。”这是松原市检察院刑事检察部未成

年人刑事犯罪主任检察官办案组主任检

察官张士艳说的话。

2015年7月张士艳顺利通过了省检

察院遴选，被市检察院党组任命为主任

检察官，负责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主任检

察官办案组工作。他说做好未成年检察

工作，精准办好案件是基础。他办案有

股钻劲，“办不好案半夜都睡不着觉”是

他的真实写照。2016年在办理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王某上诉案时，他发现该案中

没有重要证人李某的证言，王某以此来

否认犯罪。该案在一审检察环节曾两次

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提取李某

的证言，公安机关因其家人不配合而无

果。面对这种情况，他决定亲自试一

试。他电话联系到李某父亲，做通了工

作，历经350余公里，在长春市的一个乡

村李某亲戚家中，取得了李某的证言。

二审开庭时，面对这份证据，被告人王某

当庭认罪悔过，积极赔偿了被害人，得到

了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谅解。事后王某之

父为检察机关送去了锦旗，感谢帮助他

家教育孩子。“办案必须坚守职业良知，

关键时刻必须亲力亲为，苦点累点不算

什么，只要有利于修

复被破坏的社会关

系，只要有利于少年

儿童的健康成长，我

们工作都是有价值

的。”张士艳如是说。

“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以上率下”这

是张士艳常说的话。

未成年主任检察官办

案组成立后，很多工

作都处在起步阶段。

2016年初在办理未成

年人杨某涉嫌故意伤

害案件时，发现公安

机关没有对杨某进行

社会调查。他便积极

与市司法局沟通协

调，尝试由市司法局

法律援助中心进行社会调查，得到了市

司法局的大力支持。司法机关出具的调

查报告内容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举

证和质证，法院判决也将社会调查报告

的内容纳入其中。这是松原市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首次委托司法机关进行的社会

调查。为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特殊保

护，2016年春节上班他便研究起草了《关

于办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

分案办理的规定》，在充分征求公安机关

和法院的意见后，于3月28日正式通过，

现已在全市公检法三机关正式实施。

“在工作中我常想到省院领导殷切

的目光、市院党组深情的嘱托、人民群众

热切的期盼，能做的就是快点推进落实

工作”，他说，“现在全社会都十分重视未

成年人工作，与教育部门就观护基地建

设、法治教育基地建设、心理咨询方面的

事项达成共识，并在全市推进这些工作，

才能真正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环境。”他

不但关爱涉罪未成年人，对未成年被害

人也格外关注。在与被害人谈话时，他

要求办案人员尽量不用成人式用语，而

是使用孩子易接受的语言。“你和警察叔

叔说的话是真的吗？你愿意和检察官叔

叔说说心里话吗……”此外，他还持续关

注心灵上受到创伤的孩子，告诉大家要

为这些孩子开展好心理疏导工作。

未成年人检察改革“精装修”、全市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区建设、未成年人检

察衔接配套机制……张士艳正带领着未

成年人刑事犯罪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绘就

着松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美好画卷，

也以一位检察官叔叔的角色呵护、关爱

着未成年人的成长。

深爱“未检”乐此不疲
——记松原市检察院刑事检察部主任检察官张士艳 张东旭 牟莎莎

2015年4月11日，犯罪嫌疑人王某的父亲为张士艳（左

一）等送来一面锦旗。

和龙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办公室荣获“优秀青少年维

权岗”荣誉称号。

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成立“关护教育未成年人工作站”。

辽源市西安区检察院赵珍妮走进校园，为学生

生动地讲解法律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