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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交宣

本报讯 4月15日起，电动自
行车新国标正式执行。区交警大
队各执勤中队每天全警上路、全员
出动，在全区30多个主要路口路
段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

自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
前三天，全区共查处电动自行车交
通违法行为3138起，扣留无牌电
动自行车321辆。

根据上级机关统一规定，4月
15日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正式生效
实施后，严禁未经注册登记或备案
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无牌电动自行车一旦上路将被交
警部门依法查扣。查扣的车辆不
符合新国标经鉴定符合机动车技
术标准的，对驾驶人按照驾驶机动
车违法进行认定和处罚。

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未经
注册登记或备案登记的电动自行
车禁止上道路行驶，同时提醒驾驶
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整治
行动还将持续进行……

电动自行车整治现场。 首席
记者周颖 通讯员 萧交宣 摄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法

“80后”的女法官是什么模样? 雷厉
风行？严肃刻板？还是法庭俏佳人……
或许，从区法院审判法官陈睿的身上可以
找找答案。

陈睿，2009 年 3 月到区法院工作，
2011年进入刑庭，现任刑庭员额法官，已
在区法院工作十载。

“一转眼，调来区法院工作已经整10
年了。咱们院是出了名的案子多人手少，
这些年办理很多案子，我现在也算是‘身
经百战’了。”陈睿开玩笑道。

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庄严的审
判法庭，陈睿从一名懵懂的书记员到身披
法袍“铠甲”的员额法官，逐渐成长为刑庭
的办案中坚力量。

勤勉敬业只为公平正义

去年，陈睿承办了一起刑事案卷435
册，涉案金额7.3亿多元的违法发放贷款
罪案件。这起案件被告人达23人，违反国
家规定发放贷款，性质恶劣，直接损害民

生利益……
“一接手这起案件，就开启了加班的

节奏。说起来，这个案子涉及的案卷和金
额都创了咱们法院刑事案件的历史最高，
说没有压力，那是假的。”面对案件中的
300余卷书证，陈睿更是花费了大量时间
和精力进行仔细核对、整合数据，认真做
好庭前准备工作。

作为审判法官，她很多时候专注于研
究证据，写裁判书。“这部分是最严肃的。”
陈睿常说，一定要慎之又慎，这样才能给
当事人一个公平。

后来，这起违法发放贷款案件的审理
报告陈睿足足写了4万余字。内容详实，
逻辑严密，在完整的证据锁链支撑基础
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有罪判决。

“要说刑庭的睿姐，兢兢业业，真应了
那句‘巾帼不让须眉’！”说起陈睿，同事们
的评价都很高。

去年宪法日当天，陈睿拖着重感冒的
身体，对一起影响力较大的涉嫌贪污、私
分国有资产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庭审中
途，陈睿突然鼻血直流，被迫休庭。为了
不耽误工作，她用冷水敷脑门暂时止血
后，马上又回到审判台继续庭审，直到晚
上九点多庭审结束。此情此景令现场旁
听的人大代表、当事人家属等300多人动
容。

“壮举无需刚强身，流血未必在沙
场。”“这位女法官太敬业了！”该事件被大
家知道后，法院同事和办事群众无不感
慨。

“坚持学习，才算一名合格的法官”

去年，陈睿共审结案件311件，包括轻
型速裁及简易案件200余件及不认罪普通
案件80余件。这其中不乏疑难、复杂的新
类型案件，如涉及海淘代购诈骗案，电信
网络诈骗、妨害信用卡管理案，网络开设
赌场案等。但陈睿都凭借着巧思慧心和
不断学习来攻新克难。

“作为一名人民法官，真的是要活

到老，学到老。”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型案
件，陈睿已经将天天学习作为日常。一
方面，她及时关注研究新出台的法律，
十分重视向资深法官请教，见贤思齐，
不断提高自己驾驭庭审、适用法律的能
力。

身披“铠甲”的她心底也很柔软

说到法官，大家往往不会用浓烈热情
的词汇去形容。

的确，面对不计其数的案件，面对形
形色色的当事人，再敏感的心也容易麻
木；为了厘清案件事实，为了庭审时的客
观中立，再细微的表情也无法流露。但这
并不代表法官缺乏同情心，心底不柔软。
在面对当事人境况特别困难时，陈睿都会
默默伸出援手。

2013年的8月，被告人罗某在公交车
上扒窃得500元现金后，被当场抓获并诉
至法院。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罗某患有传染病
肺结核，并伴有高血压，对于此等高危病
情，看守所不予接收。同时，被告人常年
住在桥洞下，生活毫无着落。综合考虑了
案情和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后，法庭对被告
人罗某作出了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的
处罚。

然而，庭审结束后，罗某并没有马上
离开。“陈法官，你让我回四川老家进行社
区矫正，我哪里有钱买车票啊。”罗某垂头
丧气地说道，“别说车票了，我连吃饭的钱
都没有。”

考虑到罗某确实可怜，陈睿当即资助
了200元，暂时解决他的吃饭问题，并鼓励
他自食其力，积极改错。罗某再三感谢陈
睿的援助，承诺会好好反省，重新开始新
生活。

也许200元钱无法改变这名被告人
的现状，陈睿的善意也无法保证他今后
走上正轨，不再入歧途。但作为社会公
平正义的坚定履行者，陈睿做到了问心
无愧。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近日，新塘派出所根据一条线索获
悉，杭州某公寓楼内有人吸毒，且对方
的职业是一名男性健身私教。

考虑到面对的很可能是一名“肌肉
猛男”，新塘派出所派出平时多有健身
的民警，加上几名精壮的警员一起上门
实施抓捕。

迟迟不肯开门为哪般

抓捕当天，民警赶到嫌疑人位于杭
州某高档公寓的住处。

“我们是萧山新塘派出所民警，请
配合调查。”民警敲门表明来意。

“你们稍微等一下。”门内传出一名
年老男子的声音，可对象显然对“稍微
等一下”有所误解，竟让民警等了将近
一刻钟。民警多番催促，年老男子只是
说杭州话让民警再等等。

根据掌握的线索，嫌疑人此时应该
就在家中，迟迟不开门必有蹊跷，民警
一边继续催促，一边准备在必要的时候
破门。

僵持了将近半个小时，门终于开
了，出现的是一名60多岁的男子。

“黄某某在吗？”
“在，你们找他什么事？”老年男子

是此次抓捕对象黄某某（化名）的父亲，

说话间黄某某也从屋内走了出来。
然而，当民警见到黄某某本人时，

瞬间愣住了。

“一毛不剩”却是白费力气

根据民警掌握的嫌疑人照片，黄某
某虽然有点秃，但还是有头发的，可眼
前这人竟是光头，而且身材也没有照片
中结实。

“你就是黄某某，为什么这么久开
门？”

“我刚刚在洗漱。”见黄某某回答得
支支吾吾，民警马上进入卫生间察看，
发现台面上放着几把剃毛工具。

民警接着仔细观察黄某某，发现他
头上皮肤有几处细微划伤破损，很可能
是仓促之下自行剔除毛发所致。

民警当场依法传唤黄某某，黄某某
显得比较淡定，叮嘱父亲不要担心，还
冲赶到门口查看的小区保安说没什么
事，让他们早点散去。

在离开小区的路上，黄某某请民警
顾及他的“面子”，让他自己走。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民
警问。

“一定是酒吧里那群人嫉妒我，因
为我不跟他们玩，故意诬陷我。”

“他们都很low,我连蓝色钱江的
房子都有，开着宝马7系，你觉得我有

必要跟他们一起玩吗。”黄某某极力辩
解。

将黄某某带回派出所后，民警立即
安排检测。

令黄某某没有想到的是，即使他临
时剃除毛发，萧山警方仍然凭借高超的
技术，很快就检测出其在半年内吸食过
毒品摇头丸、“K粉”，在铁一般的证据
面前，黄某某颓然低头。

寻求刺激却越陷越深

黄某某今年36岁，单身，杭州本地
人，家底殷实，担任健身私教收入颇丰，
业余时间多混迹于酒吧、KTV等娱乐
场所，在那里结识了一帮狐朋狗友。

去年年底，黄某某和一众好友出国
跨年狂欢，众人吸食摇头丸、“K粉”助
兴。

自从沾染毒品，黄某某更加频繁出
入娱乐场所寻求所谓“快感刺激”，即便
常常健身，身材却不断缩水，精神状态
也变得越来越差。

因为有毒友曾被公安机关处理，黄
某某开始提心吊胆，在向其他毒友“请
教”后，学了一招，在民警上门检查时，
忙不迭地在卫生间剔除全身毛发，结果
当然是白费力气。

黄某某因吸毒被萧山警方依法处
以行政拘留10日。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警官，你们快来啊。有人要自杀了。”
近日，新塘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新塘街
道桥南沈村有人放煤气要自杀！

接到这么重大的警情，新塘派出所民警
火速带着3名辅警赶赴现场。

但到现场之后，民警发现并没有人自
杀。事实是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发生了争
执纠纷。

双方亲属来了10多人，都在现场进行
劝解。民警到场后立即把正在争吵的两人
分开。

民警了解到，男子姓邓（化名），湖南人，
今年40岁，因怀疑妻子朱某（化名）出轨，与
其发生冲突。

据亲属介绍，邓某中午喝了不少酒，然
后开始借酒劲辱骂妻子，并拿着菜刀威胁妻
子，扬言要杀人再自杀。

他们实在是拿邓某没有办法，又怕出现
伤人事件，才打电话报警。

既然是夫妻矛盾，民警便在现场耐心劝
解，但邓某态度恶劣，不断辱骂自己的妻子。

接下来，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邓某
突然发难，拿起茶杯，砸向妻子朱某，现场
民辅警赶紧上前阻止，然而邓某拒不配合民
警的指令，依旧气势汹汹要殴打朱某。

当其被民警拦下后，恼羞成怒的邓某用
拳头击打民警眼睛，造成民警右眼部受伤，

还用脚踢、用手挥，造成辅警手上不同程度
受伤，衣服也被扯破。

现场民辅警果断将其制服并传唤到派
出所。

目前，邓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萧山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近年来，一线公安民警在执法执勤中遭
遇阻挠执法、暴力抗法、造谣诽谤事件时有
发生，不仅对公安民警人身安全和个人声誉
造成严重侵害，也极大地损害了国家法律尊
严和公安机关执法权威，还严重干扰了公安
民警依法履行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使
命。

为保障公安民警依法履职、行使职权，
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民警执法权威，公安部
制定的《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
定》已于今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警务辅助
人员、民警近亲属一并纳入保护范畴。

《规定》明确，公安民警依法履行职责、
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不受妨害、阻碍，行为
人实施侵犯民警执法权威的行为，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

萧山警方也借此案例再次提醒，对任何
暴力抗法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对任何袭警辱
警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的
态度，依法严处，绝不姑息，坚决维护民辅警
合法权益，坚决捍卫法律尊严。

平安先锋

陈睿：身披“铠甲”的女法官 心底柔软

全区30多个路口严查严管电动车各类违法行为

高薪健身私教吸毒欲剃光头逃捕，行拘！男子因打妻子被阻殴打处警人员，刑拘！

陈睿整理案卷中。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