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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灵魂有灵魂 有本领有本领 有担当有担当 有温度有温度
他们是新时代的奉贤检察官

奉贤检察院将2018年定为“司法责任落实年”，通过深化落实司法责任制，着力打造有灵魂、有本领、有担当、有温度的新时代检察官，涌现了一批对工作执着、对案件负责、对群众关爱的新时代奉贤检察官群体。

本期专版刊载12位奉贤检察官履职担当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检察干警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忠诚履职的良好形象，激励奉贤检察干警在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服务新时代“奉贤美、奉贤强”新高峰中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锻造过硬本领，勇担责任使命，积极展现新时代检察机关新作为。

姚倩男，女，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一部
检察官，2003 年进入检察院，先后在反贪、控
申、公诉等部门工作，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工作5年。荣获上海市检察机关第七届未检办
案能手称号、奉贤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个
人、奉贤区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获市检察院
嘉奖2次、奉贤区人民政府嘉奖2次。

对于姚倩男来说，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不

只是要走近孩子，更要走进他们的世界，懂他，
才能更好地帮他。她能敏锐感受到孩子内心
的真实想法，结合孩子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
因才施策，如春风化雨般将一场场狂风骤雨化
解。

办案中，她注重修复孩子的心灵，改善孩
子们的成长环境。具备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
的她，用真诚的态度、专业的能力，在检察官与
嫌疑人及其家属之间建立起了积极良好的互
动关系。办案之外，她还主动投身于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致力于优化未成年成长环境；
她活跃在本区各个学校的讲台上，她是同学们
喜爱的姚老师。

姚倩男说：“作为一名检察官，我只是这些
未成年孩子人生中的一个过客，但我希望在这
段短暂的接触中，可以用我带有温度的工作，
去引导帮助他们，告诉他们每个故事都会有新
的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姚倩男：守望正义，做一名有温度的检察官

刘峥，男，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六部检
察官，从检 34 年，先后在公诉、侦监、未检、反
渎、行装、技术、政治部等部门工作，获市检察
院嘉奖，荣立个人三等功。

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积极响应司法改
革要求，成为入额检察官，奋战在社区检察一
线，主持奉城检察室工作，承担着对奉贤东部
地区9个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监督、4个

司法所社区矫正监督、接待群众举报申诉及参
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重要职能，带领团队在
市院对全市各检察室考核中名列前茅。

他严查细审，维护公正，监督工作有声有
色,带领室里干警跑遍管辖区内的每个派出所，
通过细致的入所检察工作发现监督点，扩大监
督面，延伸监督效果，维护司法公正。

他立足职能，服务大局，综合治理卓有成
效，关注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心着基
层群众民生利益的维护，维护社会稳定和民生
利益，推动社会综合治理再上台阶。

他尽职尽责带教、传授、提点身边的干警，
用人格魅力和长者风范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
同事，凝聚成一股坚强而温暖的力量，在近距
离与群众接触沟通的过程中，在无障碍对基层
单位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过程中，传递着公正
司法的力量，延伸着法律监督的触角，彰显着
优秀检察官执法为民的忠诚和价值。

刘峥：奋战一线，做好“群众身边的检察官”

樊华中，男，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六部
检察官。2009年进入检察院，先后在研究室、
监所等部门工作，获区嘉奖2次，荣立个人三等
功1次。

在检察院，研究室的检察官如同故宫中修
复文物的工匠们，需要沉下心来做研究，精心
打磨著论文。为了沉下心做研究，他常常加班
至深夜，夜深人静之时埋首书卷，沉浸在理论

与知识的海洋中；为了打磨论文，他会将数万
字手稿“付之一炬”，数月时间从头再来，只为
达到自己心中的“最高标准”。

他先后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最高人民
检察院、市检察院、市检察官协会等重大课题
十二项，经评审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他先
后协助领导完成在全市有重大影响力的理论
成果，三次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基础理论研究
成果二等奖。在全国法学核心期刊、综合知名
期刊等刊物共发表文章 30 余篇，获各类奖项
10余次。

“人生一弹指顷、犹忌蹉跎自误”是樊华中
的座右铭，警醒着他勤恳敬业、自强不息，他认
为唯有时刻具有危机感，积极学习、不断更新
知识，才不算是蹉跎时光。无论是研究理论，
研讨案件，撰写制度，他都以工匠精神精雕细
琢，他精心打磨的不仅是作品，更是新时代检
察官的情怀和灵魂。

樊华中：潜心研习，做一名“匠心研究型”检察官

周颖，女，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二部检
察官,荣获中国女检察官协会征文活动二等奖、
三等奖，“我的梦家乡梦中国梦”奉贤区原创诗
歌大赛一等奖、三等奖，奉贤区职工迎世博迎
国庆诗歌大赛银奖，获区机关党工委系统先锋
共产党员，获市检察院嘉奖1次，区嘉奖2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她,总是面带着甜美微笑，就像她的诗，富

有才华而又静谧祥和。办案中，她细致耐心、
严于律己，在与他人相处中，宽容、真诚，像涓
涓细流沁人心脾。

她,志在公诉、情在检察，总是一腔热血、乐
在其中，面对狡猾的犯罪分子总能一眼识破，
取得峰回路转的效果，“任你手段变化多端，任
你辩解巧舌如簧，本本卷宗在我法眼，铁证如
山不容狡辩，法条适用犹如宝剑，侠客出手伸
张正义”。从检10年来，她办理起诉案件数百
起，办理的某社会影响较大的企业生产、销售
回炉月饼案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列为危害食
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被区政法委评为年度优
案；办理的公安部、高检院督办的以国产婴幼
儿奶粉案件冒充原装进口婴幼儿奶粉案件，被
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食品犯罪典型案例发布。

“小桥流水沁人心，耐心柔情化险情。侠客
亮剑掌全案，威严坚毅解疑难。”一首首诗中蕴含
着周颖的侠骨和柔情，期待每一次正义的伸张。

周颖：侠骨柔情的巾帼英雄 能诗会赋的正义先锋

王春燕，女，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六部
检察官，从检27年来，先后在办公室、未检、政
治部、监察等部门工作，获上海市政法系统案
件评查活动先进个人、区委政法委“双争”先进
个人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嘉奖7
次。在她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所在部门连
续五届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文明接待
室”称号，获评上海市“文明信访室”、上海市

“巾帼文明岗”，荣立集体二等功、集体嘉奖。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王春燕在控告申诉部

门工作已有10余年，办理了大量的案件，收到的
感谢信堆满了柜子。这些感谢信中，有的是待
在老家养伤、出行不便的被害人拿到她驱车千
里亲手送来的救助款，渡过难关后寄来的；有的
是被人冒用身份犯罪而顶着案底多年的申诉
人，因为她的不懈努力终于洗清案底而送来
的；有的是老板无可执行财产、多方讨薪无门
的工人们，因为她四处奔走终于能安心过上一
个年后寄来的……一封封感谢信，仿佛在诉说
着她这些年来为群众不停奔波所走过的路。

在案前的一份份卷宗里、在控申接待室的
一次次接待中、在往返各地的一趟趟远途办案
中，时间悄然逝去，她从初入检察院时稍显青
涩的姑娘，到如今的“老控申”，检察制服变了
又变，然而变不了的是她司法为民的情怀，变
不了的是她对检察事业朴素的忠诚与热爱。

王春燕：控申十余载，时间都去哪儿了？

侯彦伟，男，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六部
检察官，荣获第一届全国案件管理业务竞赛

“全国业务能手”、奉贤区“三满意好干部”、奉
贤区青年五四奖章、奉贤区“青年岗位能手”等
荣誉称号，入选上海检察机关案管人才库,获个
人嘉奖2次。

他立足基层院案件管理实际，对各项检察
业务反复梳理，探索建立了新的流程监控工作

机制和方法，确保每月审结案件文书检查
100%，案卡抽查概率 20%以上。他参与研发

“检察官执法办案全程监控考核系统”，承担
该系统的调研设计、开发、推进任务，根据不同
的业务条线整合建立的系统界面模板，改变了
以往静态、事后、相对模糊的考核模式，得到了
市政法委、市院主要领导充分肯定，为全国检
察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他先后6次参加高检
院统一软件司改版升级、案件管理监督平台、
流程监控模块、未检子系统等多项需求的论
证、确认、测试、培训工作，并作为系统落实司
法责任制升级的指导小组成员，承担本市的培
训、指导等工作，努力推进检察业务信息化。

10年检察，5年案管，他从一个青葱少年成
长为一名入额检察官，从一个在基层院摸爬滚
打的案管人到全国案管系统的排头兵。他心
中始终充满着对检察事业最青春的热血和对
新时代最执着的向往。

侯彦伟：因时代而成长 予时代以青春

顾斌，男，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二部检
察官，荣获上海检察机关第十届优秀公诉人、
上海市检察机关理论研究活动评选一等奖，奉
贤区青年岗位能手、青年五四奖章、“三满意”
好干部等荣誉称号，获个人嘉奖2次。

他是奉贤检察院的一把“利剑”，从检11
年，办过大大小小的案子上千件，无一错案。他
总能抽丝剥茧，抓住定罪的关键证据，将犯罪嫌

疑人的辩解各个击破。他刚柔并济，认真综合
衡量每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将宽严相济的办
案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细致入微，将办案
效果延伸到案件的最末端，面对社会影响重大、
犯罪性质恶劣的案件，他并不止步于查清事实、
提起公诉，而是将办案效果发挥到极限，结合承
办案件，通过检察建议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重视。他舌灿莲花，法庭
辩论从不虚张声势压制对方，反倒礼让三分、镇
定自若，总是温文尔雅地抛出犀利的论点让对
方措手不及，用缜密的逻辑让对方无可辩驳。
他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将自己十几年的办案经
验倾囊相授，帮助年轻人快速成长。

在公安承办人眼中，他经验丰富；在检察
官同仁眼中，他认真靠谱；在检察官助理眼中，
他亦师亦友；在被告人眼中，他公正无私；在被
害人眼中，他耐心细致；他意气风发，青春正当
时，怀揣着新时代的检察官理想，正大步向前。

顾斌：君子如顾，斌斌有礼

周少鹏，男，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二部
检察官，参加检察工作以来始终奋战在公诉办
案一线，荣获上海市检察机关第十一届优秀公
诉人、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上
海市“优秀平安志愿者”，区优秀共产党员、“五
一劳动奖章”、“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荣
立个人三等功1次，获个人嘉奖2次。

他，脚踏实地、细致入微，不断挑战自我,始

终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审查每一起案件，精
心准备每一次庭审，用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
义，为打击刑事犯罪、促进区域和谐做出了积
极贡献。他,敢于担当、勇挑重任，承办了大量
金融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出色地办理了多起被告人及投资参与
人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地的涉众型重特大金
融犯罪类案件，帮助被害人挽回大量经济损
失。相关案例获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
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知识产权保护特殊贡献”
案例。他,一直以严厉的目光对事、以悲悯的目
光对人，充分维护好当事人合法权益，在严打
犯罪的同时，注重结合检察工作开展刑事和
解、社会综合治理。

“不忘初心，认真做事；不鹜虚声，踏实做
人”。回顾11年的公诉历程，他说：“持着这颗
初心，认真做事成了自己的选择，我会尽全力
用细心、精心、诚心去办理每一起案件”。

周少鹏：当之无愧的“三心”检察官

戴慈，女，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三部检
察官，2008年参加检察工作以来，先后在反渎
职侵权局和侦监科工作。荣获上海市检察机
关第七届优秀侦查监督员、上海市防范处理邪
教系统先进个人、奉贤区五四青年奖章、奉贤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获
个人嘉奖3次。主讲的课程获评“第三批全国
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

10年前，她怀揣着对检察事业的崇敬与向
往，踏进了奉贤检察院的大门。10年间，她秉
持正义、惩恶扬善，以行动诠释不让须眉之
志。当接到通知，有警察开枪抓捕嫌犯，她深
夜赶赴现场，及时介入，依法规范开展检察监
督和侦查引导；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她从婴儿
第一口奶粉开始，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奶粉的
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让犯罪嫌疑人在一摞摞
铁证面前，当庭认罪悔罪；营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她高效优质办案，2个工作日批准逮捕2名
涉嫌销售假冒知名品牌化妆品的犯罪嫌疑人；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她积极参与新部门建
设，打造立体化大监督格局，刑事诉讼监督工
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和其他千千万万政法战线的干警一样，
戴慈用自己的青春与汗水为“手执利剑，匡
扶正义”的梦想努力，真可谓“剑胆慈心，
以身戴行”。

戴慈：剑胆慈心 以身戴行

王舒，女，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一部检
察官，2008年进入检察系统以来，一直奋战在
刑检办案一线，先后获得上海市检察机关第八
届优秀侦查监督员、市检察院侦监条线“释法
说理优秀选手”等荣誉，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获得嘉奖2次。

工作中，她敢闯敢拼果断干练，加班加点
也不在话下，是大家眼中能吃苦、勇担当、敢作

为的“女汉子”。
来到奉贤检察院 10 年，她共办理了 1000

余件案件，平均每年100余件。她认真对待每
一起案件，在全力以赴中磨练着“女汉子”的内
心；她注重积累，把每一个案件都当做精品案
件来办理，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于2017年斩获
了“第八届上海检察机关优秀侦查监督员”称
号；2018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让她的工作
内容从原本的审查逮捕转变为“捕诉合一”，快
速适应新的办案模式和工作节奏，成为了院里
第一个走上公诉席的原侦监检察官。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
望天上云卷云舒。”

在与刑事检察相伴的这三千多个日日夜
夜里，凭着这份乐观与豁达，她经受住了经年
累月阅卷的枯燥，扛住了东奔西走的颠簸，肩
负起了捍卫公平正义的重担，“女汉子”就这样
一点点炼成。

王舒：“女汉子”是怎样炼成的

李丹，女，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负
责人，荣获全市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十佳
公诉庭,区五四奖章、先锋干部、三八红旗手
等称号，2次荣立个人三等功，5次获评区优
秀公务员，获区政府嘉奖2次；带领团队荣获

“全国基层民行检察推进年活动先进集体”
“市级巾帼文明岗”称号，获全市检察机关集
体二等功、集体三等功、集体嘉奖等多项荣

誉。
16年前，她初入检察院大门，民事行政

检察科是她的第一个岗位，陌生而新奇，
她，就如她的名字，像一朵迎风绽放的山丹
花。16年间，她坚守奋战在基层，检察五部
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负责人是她的新一任职
位，任重而道远。作为民行团队的领头羊，
为保障人民权益、维护公平正义，她带领团
队提抗再审21件，成功息诉和解14件，案值
150余万元。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她带领团队
在全区走访排摸公益诉讼线索 133 件，立案
21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2份。承办的数起
案件被作为典型案例全市讲评，撰写的调研
文章被高检、市院及一系列核心刊物刊发。
如今的她，丹心如故，更像她的属相——一
只俯身吃草、昂首追日的领头羊，在与民同
行的征途中砥砺前行。

李丹：丹心如故 与民同行

王保帅，男，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四部
检察官，荣获上海市检察机关第二届刑事执行检
察业务能手、区创建文明城区先进个人、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区青年五四奖章、区党
员服务之星、区优秀志愿者、区机关党工委系统
先锋共产党员，获嘉奖3次。

他巡视在高墙和社区矫正中心，监督执法
过程中有无问题、是否正确实施监管，保障在

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消除监区内的安全隐患。
他积极参与羁押必要性审查新增职能的探索
实践，开创性地起草制定相关制度，为全市检
察机关规范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提供了范
本。他积极尝试第三方人员介入公开听证、视
频远程听证等机制，促使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
更加公开、公正、透明、高效。他通过成功办理
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有效强化刑事执行监督
职能维护保障人权，办理的2起案件分别被评
为全国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十大典型案
例、全国羁押必要性审查优秀案件，区院的羁
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也成为全市乃至全国检察
系统的特色品牌。

没有公诉人那样锋芒毕露，也没有控告申
诉检察官的“接地气”，在普通人看不见的战线
上，日复一日的巡视检察、劝诫谈话，王保帅与
其他刑事执行检察官们守望着公平正义最后
的防线，守护着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王保帅：做好公平正义最后防线的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