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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广角

司法所长手记

刑法视角

干好司法行政工作要有一颗火热的心
■王建龙

作者简介
王建龙，萧山区司法局北干司法所所

长。先后被评为“浙江省先进人民调解
员”“杭州市先进人民调解员”。

2007 年我从区公安分局调至区司
法局工作，相比身边诸多科班出身的同
事，我深感“半路出家”的自己在理论知
识和业务水平上有着不小的差距。但8
年来，我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坚持边
学边干，并以满腔的热情和实干的精
神，奋战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第一
线。

基层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执法服
务为民的窗口，严格执法是首要职能，
但是如何使当事人更好地理解法律进
而自觉守法尊法，需要我们善用刚柔并
济的方法去开展工作，实现法律效果与

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们所监管的一位女性社区服刑人

员，因怀孕暂予监外执行接受社区矫
正。该女家庭情况特殊，婚姻生活十分
坎坷，家中另有年幼的孩子需要她单独
照顾，情绪十分低落。当我了解这一情
况后，对她当初实施的犯罪行为既感到
痛心，同时又对她的遭遇充满了同情。
于是，我和司法所的几位工作人员商量
了惩扶并举的对策，为她制定个性化矫
正方案，并指定所里的女同事对她进行
一对一帮扶，用真情和温暖感化她那支
离破碎的心。上门走访、谈心谈话、困
难慰问、法律指导……在我们的依法监
管和用心帮扶下，她开始对生活树立了
信心，悔罪意识也日益增强，生活逐渐
走上了正轨。正是基于她在矫正期间
的良好表现，在其暂予监外执行期限快

届满时，我们会同局主管科室与原判法
院积极沟通，依法为她争取延长其暂予
监外执行的期限。

基层司法所的工作线多面广，有时
辖区内碰到突发纠纷，连续调解几天几
夜是家常便饭，十分辛苦。但我认为，
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我们用法律这
一工具帮助当事者厘清事实，维护合法
权益，也需要我们协助镇街党委政府妥
善化解矛盾，维护一方安定。

记得前年冬天，当时我还在浦阳担
任司法所长，辖区内一位贵州籍电瓶车
驾驶员被农用拖拉机撞至身亡，留下其
妻子、女儿和七个月大的遗腹子。死者
众多近亲属从贵州老家赶来，要求拖拉
机主承担巨额赔偿。双方几乎是撕拉
扯打地涌到我们司法所，要求调解。我
感到这个纠纷十分棘手，一来拖拉机驾

驶员家庭经济情况十分困难，无力承担
赔偿款；二来时值农历新年前夕，如果
处理不好，很容易将事态扩大，影响群
众平安欢度春节。于是，我和涉事村的
调解员分头行动，一边安慰死者家属，
详细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引导他们合理
依法调整赔偿金额，另一边主动帮助拖
拉机驾驶员联系亲朋好友，劝说大家助
其渡过难关。经过我们多轮反复的工
作，在说透法理和情理之后，双方当事
人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彻底化解了这
起棘手的死亡赔偿纠纷。过程虽然十
分艰辛，甚至都用上了平日工作中积累
的人脉关系，但是只要能合法平稳地化
解纠纷，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再多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也是值得的。这不
仅是我，也是跟我一样我局众多基层司
法行政干部朴素的共识。

■记者 蒋超

本报讯 根据浙江省林业厅《关于开展
浙江省2015“绿剑”检疫执法专项行动的通
知》和《萧山区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治理
工作制度》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近
日，区林业局组织森林植物检疫站、农林综
合执法大队、森林公安局及萧山区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松材线虫病是由松材线虫寄生在松树
体内而导致松树迅速死亡的一种毁灭性病
害。本次联合执法旨在打击违法收购、加
工、经营、利用、调运、存放、使用松材线虫病
疫木，无证调运松木及其包装材料和假冒除
害处理标志等行为，按照省防检局要求，执
法人员对我区杭州天元涤纶有限公司等四

家化纤企业实施全面检查，同时对辖区内杭州
萧山凤凰木器包装厂等木质包装生产企业实
施重点检查。经检查，四家化纤企业出口产品
均能做到使用经过熏蒸热处理木质包装，符合
相关要求。

辖区内的木质包装生产企业的木材以
进口木材为主，木运证和植物检疫证齐全，
能建立松木购销台账，受检的木质包装生产
企业能严格按照要求不到松材线虫病疫区
调运松木。对化纤企业内销产品的木托盘
存在少量松木条夹杂使用的情况，执法人员
通过检疫执法告知书的方式要求企业在木
托盘中不得使用来源不明的松木材料，防止
可能染疫的松木进入市场。

图为执法现场。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王丹

本报讯 憨厚的中年人，执意要
“还钱”。当20元欠款碰到100元整
钞，对方会作何反应？相同的戏码在
不同的出租房内上演，但是直到被害
人再次摸到自己的钱，才发现其中的
蹊跷……

近日，区检察院以盗窃罪对犯罪
嫌疑人赵某提起公诉。

2014年3月，正在出租房内做手
工活的廖某，听到有人敲门。开门后，
戴着红色头盔的男子就向廖某询问其
男朋友是否在家，得到否定答复后，该
男子声称自己在这边找不到理想工
作，准备去宁波发展。临行前，他想起
还欠其男友20元钱，特地过来还。

看到男子真诚的表情，廖某觉得就
算了。可是男子却一步跨进了租房内，
在桌上放下一张100元，并装作要往外
走。不想贪这个便宜的廖某，还是不想
接受。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个男子为了
确认她没有零钱，主动要求查看她钱
包。只见他用两根手指把里面的钱夹

住抽出来看了看，又把那叠钱对折之后
塞了回去，说是去小店换零钱。

男子走后，整理钱包的廖某觉得
钱包里的钱摸起来手感不对，拿出来
之后才发现里面都变成了假钱！原本
钱包里的1800元现金，被男子换成了
1200元假币。

无独有偶，同年9月，被害人余某
报案至蜀山派出所，称其在附近的租
房内，遇到一名自称是她老公同事的
男子，该男子称要把欠其老公的20元
钱归还。随后拿出一张100元整钞。
余某表示，身边没有零钱，数额不多就
算了。没想到，这个男人还挺执着。
他以此为借口，打开了余某的钱包进
行查看，趁其不备，以假币调换真币的
形式，盗窃其600元钱。

经过警方调查，全区范围内共有9
名被害人遇到相同遭遇后报案，并辨
认出犯罪嫌疑人赵某。犯罪嫌疑人赵
某自称，他以前跑过摩的，后来卖掉摩
托车之后，就一直无所事事。至于这
些被害人所述，赵某则矢口否认。孰
是孰非，还将等待法院的进一步审理。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萧法 萧检

警服傍身、谈吐风趣，当“岁月如歌”在
婚恋网站以“钻石王老五”的形象出现时，
自然有不少单身女性为之心动。然而，如
果不是案发后被害人选择报警，恐怕这个
骗财骗色的主儿，还在重复惯用伎俩编织
一个个“桃色陷阱”，让被害人迷失其中。

近日，犯罪嫌疑人张某被抓获归案。
随着受害人相继浮出水面，他的那张虚伪
面具也被揭下。

夸海口 竟称贷款买了别墅

据被害人蔡某陈述，2014年10月，她
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一个昵称为“岁月
如歌“的男子。他自称是杭州市公安局便
衣大队队长张某。在他的个人空间内，身
穿警服的样子挺精神，让蔡某增添了不少
好感。

11月初，两人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并
租了房子同居。为了向蔡某彰显“财力”，
张某声称已经贷款买了一幢别墅。

因此，当张某随后以想购买别墅边上的
空地为由向蔡某借26万时，蔡某拿出8万元
给了他。不过，蔡某想要帮张某保管购地合
同的要求，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事后，
有所察觉的蔡某通过对其身份号码的查
询和合同签名真伪的了解，确定张某所说
为假，选择报警。

够任性 玩弄感情只图“新鲜”

张某被抓后，民警查获了其用于招摇
撞骗的警服，并在其使用的手机中，提取
了数十个女性的联系方式。这些女性大
多认识张某，在微信记录和短信记录中，
也与其聊严打、缉毒等话题。

张某交代，起先是因为好玩，图个新
鲜，才上网找女朋友，为了使对方更容易
相信，就谎称自己是警察。为了让蔡某相
信买地，张某特意在街上找了办假证的。
而这些借款到手后，又被张某挥霍在了赌
博上。

2013年，张某从老家来杭打工。去年
失去工作后，都住旅馆或者澡堂内。虽然
是个无业游民，但张某的银行卡却经常有
进账收入，还使用高档手机。

钱从哪里来？当然是来自被骗的受

害者。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更多受害女
性浮出了水面。同年9月，他在婚恋网站
上认识了被害人钟某。见面后，钟某看到
张某伪造的警官证和一把枪后，就对其深
信不疑，两人确定恋爱关系至今。

2014年3月，钟某在江干区租了房子，
与张某同居。不但如此，她还负责两人平时
出去吃饭、购物等消费，并借给张某10万元。

2014年，张某又分别认识了被害人武
某、谢某、刘某和吕某。为了借钱，他的理
由也是各种奇葩：母亲去世没钱安葬、市
委书记资金周转不灵……

有前科 招摇撞骗刑满释放

更令人咋舌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前科
劣迹，正是因为犯盗窃罪和招摇撞骗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刑满释放后，他
不但没有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通过互
联网与被害人认识，聊天增进感情，进而发
展成恋人，开始向被害人虚构事实诈骗财
物，得手后再逃离被害人住所。

本案检察官认为，张某编造证件信
息，冒充杭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的身份，
假意与被害人谈恋爱并发生性关系，取得
被害人的信任，后虚构其购买别墅等信
息，从被害人处骗取财物的行为，已涉嫌
招摇撞骗罪。

目前，本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婚恋网站结交异性 谎话连篇财色兼收
揭下“岁月如歌”的假面具

张培 画

以“还钱”为名义掉包假钞
9名被害人遭遇相同骗局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王丹

本报讯 无业、文盲，是张某的生活状
态；寻衅滋事、参与赌博，是张某的“进宫履
历”。出狱后的张某，依旧不改往日本色，
多次在村里强拿强要，再次把自己送进了
班房。

李某和张某同村。本来倒也相安无事，
但是张某却经常无故在深更半夜给李某打
电话，向他借钱。由于两人并不熟络，李某
一直拒绝。2013年底，张某再次来找到李
某，找借口向其借钱。对方的拒绝惹恼了张
某，两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张某手脚并
用，拿凳子又砸又踢，而李某则咬了一下张
某的手指。事后，双方均未受伤，李某担心
张某找茬，同意给其1000元钱了事。

不料，到了第二天凌晨，张某借钱的
电话再次响起。就算李某将其号码拉入
黑名单，他还是换成公用电话接着打。借
钱的理由，是用来看病的医药费。最终，
不堪其扰的李某，又分两次支付其4000
元钱，息事宁人。

这样无赖的“招数”，张某屡试不爽。
在陆某经营的茶室内，他故技重施，找他

借1000元。要是对方不借，他便无理取
闹，借机搅黄茶室的生意。同村的人都对
张某的无事生非有所了解，只要他一出
现，大家也就起身离开了。

这样来来回回10多次，生意冷淡的
陆某无奈妥协，将 1000元钱“借”给张
某。而这笔钱，张某此后再也未提及。

此前，张某曾因犯罪被判过刑。出狱
后，他就以这个理由威胁同村的朱某、王
某等人，以对方害他坐牢需要赔偿为由，
多次到其家中或是在凌晨拨打电话，以

“捅死、整死”等语言恐吓威胁对方。忍无
可忍的被害人，还是选择了报警。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追逐、拦截、辱
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
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均
属于寻衅滋事行为。另据最高院《关于办
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
元以上、任意损毁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
或者任意占用公私财物1万元以上的，属
于寻衅滋事罪“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

日前，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张某
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借钱”为名义寻衅滋事
被害人报警将无赖送进“班房”

检疫联合执法“剑指”松材线虫病疫木

■通讯员 顾新川 沈祎华

本报讯 近期，湘湖新城（闻堰）
城管执法中队，通过平台资源，连续
破获两起工程渣土运输车辆泄漏渣
土后逃逸的案件。

5月下旬，中队执法队员接到群
众举报：浦沿和闻堰的万达路有大片
泥土泄漏遗撒污染路面，请过往车辆
注意安全。执法队员立即赶到现场，
根据现场遗撒泥土的痕迹，执法队员
判断，该工程渣土车从滨江浦沿街道
过来，途径万达路和时代大道，沿途
泄漏渣土后，又沿原路返回了滨江。

执法人员到闻堰派出所，根据治
安监控确认了渣土泄漏的时间段，又
到湘湖新城交警中队求助，通过萧山
交通智能综合管理平台监控录像，几
经核对，确定牌号为浙AP7636重型
自卸货车在凌晨2时53分途经万达
路与时代大道交叉口时，车辆后栏板
脱钩，导致车上泥土倾泄在万达路和
时代大道上。当执法人员电话联系
车辆所有人时，当事人说想不到这么
快就“露馅”了，表示愿意承担清扫污
染路面的费用，会主动配合城管部门
的处罚。

几天后，另一辆泄漏渣土逃逸的
工程车，也被执法人员通过监控给揪
了出来。

为了从源头上杜绝工程渣土车
给城市带来的污染，城管队员通过开
展夜间对渣土车辆的专项整治、督促
施工单位落实文明工地建设等措施，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渣土运输管理水
平。同时，城管部门与派出所和交警
部门联系，通过治安监控和交通智能
平台资源，第一时间找到违法运输车
辆，责令当事人清理污染并实施处
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推动工程渣
土运输的长效管理。

凌晨抛撒漏
城管来破案

■通讯员 徐红丽

本报讯 根据杭州市的统一部署，
我区自4月27日“公务员学法日”起
至5月底，利用“杭州干部学习新干
线”平台，组织全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开展网上学法用法活动，全区38名市
管干部和4807名公务员（含参公人
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考试，参考
率和合格率均达到100%。

开展网上学法用法活动旨在进一
步提升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运用法治思
维开展工作的能力。为保障该项活动
的顺利开展，区依普办联合区委组织
部、区直机关党工委、区人力社保局、
区司法局提前部署，广泛动员，认真组
织参考人员应试。

加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
是“六五”普法的一项重点工作。据了
解，通过“杭州干部学习新干线”平台
开展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网上学法用法
考试今年已是第六年。自2013年起
我区已连续三年的参考率和合格率均
达到100%，圆满完成考核任务。

我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网上学法用法活动圆满结束

已连续三年参考率和合格率
均达到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