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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旅程布满荆棘与坎坷，当你无助、失
落或沮丧时，请试着推开这扇门，向这个乐于真
诚守密、善于倾听解惑的朋友坦露心声。让我
们一起携手，共同面对人生重重考验，感受生命
的美好！”在湛河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心理咨询室
门前，记者抬头看到这段醒目的提示，有如一阵
温暖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

武文斌对记者说，这是该院按照专业心理
咨询室标准投资建设的未成年人心理咨询场

所，在全市政法系统是第一个。
时间回到2017 年4 月，时任石龙区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的武文斌，调往湛河区检
察院担任党组书记、检察长。新一届领导班子
非常重视未检工作，在硬件建设、人员配置等方
面从不含糊、舍得投入，并对未检工作提出“联
合帮教、童话普法、组合监督、创新办案”四位一
体的工作思路，全力实现业务领先、品牌壮大、
叫响全国的目标。

近年来，湛河区人民检察院创新推出涉案未成年人“1+5”立体式帮教、“桂芳童话”儿童安全
自护教育等人性化举措，成效显著，成为全省检察机关一张闪亮的名片——

用“有温度的法律”守护未成年人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黄庆华 张颖茜 李浩明

未成年人关乎国家未来，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未成年人检察（以下简
称未检）工作是检察机关的重要业务，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作为全市未检工作先进单位，湛河区检察院大力开展未检工作机制创新，结合实际先
后推出涉案未成年人“1+5”立体式帮教、“桂芳童话”儿童安全自护教育等新举措，用“有温度的法
律”守护未成年人，取得了显著成效。

该院未检科科长刘桂芳和她的“桂芳童话”宣讲课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教育部联合开展的
“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央电视台开设的普法新栏目“法治进校园”特别
节目中，刘桂芳为栏目作了首讲。

2017年5月30日，刘桂芳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的接见。
2017年12月8日，刘桂芳被评为全省“检察之星”，评审委员会评价她为“法律界的安徒生”。
2018年1月10日，共青团省委书记王艺到湛河区检察院专题调研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工

作，对该院未检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侯民义对湛河区检察院未检工作也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具

体要求：“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未检工作，勇于尝试新做法、新方式，以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进一步
推动未检工作务实创新发展。”

2018年1月18日，湛河区委书记冯建伟在该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分组审议湛河区检察院工作报
告时说：“湛河区检察院是一支能打胜仗、让党委信赖的钢铁队伍。近年来，湛河区检察院认真履行检
察职责, 在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尤其在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他们创新思路，打造了‘桂芳童话’这一在全国有影
响、在全省有地位的特色工作品牌，相关做法和经验值得全区各部门学习借鉴。”

面对取得的成绩，湛河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武文斌说，这一切得益于全院秉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保护性司法理念，积极打造未检工作湛河样板，全方位加强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

2月7日，记者来到湛河区检察院进行了深入采访。

武文斌说，检察机关成功办理的未成年人
案件显示，涉案未成年人帮扶教育是个社会化
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全方位、多角度联合开展
才能出效果。

早在2015年，湛河区检察院就积极探索未
成年人特殊刑事政策，积极整合社会力量，构建
具有特色的全方位、网络化的“1+5”立体式帮教
体系，即在该院设立“未成年人立体式帮教中
心”，同时与高等院校、爱心企业、技能培训机
构、社区矫正部门、公益组织等单位联合，共建

“观察保护、心理疏导、技能培训、社区教育、爱
心公益”五种职能不同的帮扶教育基地，为辖区
所有“三失”（失学、失业、失管）涉案未成年人提
供立体式、多层次的帮扶教育，为有效开展涉案
未成年人观护帮扶教育工作提供了制度和机制
保障。

陈旧的帮教模式死板，受到多重条件限制，
因此救助帮教的范围十分有限。该院在市检察
院未检处的指导下，将受到伤害的涉案未成年
被害人、临界年龄的高风险未成年人及不捕、不
诉、附条件不起诉以及可能被判处缓刑的未成
年人全部纳入立体式帮教体系，为“三失”未成
年人犯罪创造非监禁条件，从而使帮扶工作打
破户籍界限、涉罪界限等，实现平等司法保护。

在帮教方法上，该院采用“帮、学、育、矫、
察”的方法，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观护帮教工
作：“帮”就是由各“基地”发挥不同的帮教职能，
一对一帮教涉案未成年人；“学”就是通过培训
让未成年人掌握一技之长；“育”就是育其心、正
其人，采用感化教育方式，突出帮教效果；“矫”
就是针对观护对象开展心理疏导和矫正；“察”

就是观护帮教小组总结考察意见，为检察机关
最终司法处理提供依据。

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该院在全市政法
机关率先设立未成年人心理咨询室，用色彩柔
和的墙纸、温馨的窗帘、暖色调的吊灯进行装
饰。同时，该院鼓励支持未检干警参加心理咨
询专业学习，3名未检干警均获得国家心理咨询
师资格，能够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认知偏
差，帮助未成年人认识其不良情绪和行为反应
方式，指导其进行反省及自我矫正。此外，该院
还从家庭情感矫治入手，对于亲子交流存在障
碍的家庭，通过讲座、沙龙、心理辅导等形式开
展疏导，让子女了解父母的艰辛，感受到父母的
关爱，从而建立起情感上的信任和依赖。

观护的最终目的在于让走向迷途的未成年
人重返社会，该院未检检察官们牢记这一责任，
适时创新机制，健全完善观护帮教新体系。该
院依托“未成年人立体式帮教中心”联合帮扶教
育基地，对观护对象提供三至六个月的观护帮
教，通过心理疏导、岗位培训等方式帮助他们逐
步适应并融入社会；依托爱心公益基地的爱心
超市，适时安排未成年人参与公益活动和社区
活动，提升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该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张耀说，近三年
来，该院共观护帮教23名涉罪未成年人，至今无
一人重新犯罪，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发案量也
稳步下降。在2015年河南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工作机制创新推进会上，该院因“1+5”
立体式帮教体系被河南省检察院首批首位命名
为“全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帮扶教育基地”，并
被推荐为全省参考样板。

该院在开展未成年人普法教育过程中，
有针对性地对初中以下的少年儿童开展安
全自护教育，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避免受到
违法犯罪侵害。

经过积极调查研究，该院发现多数未成
年人尤其是小学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除法
律意识不健全、心智发育不成熟等因素外，还
与传统普法教育模式有关。传统的普法教育
活动大多采用单向灌输式、突击式、唱独角戏
式等教育方法，生硬刻板的输入使法律知识
愈显冰冷。如何让防范侵害的普法教育更加
柔软地着陆少年儿童的心灵，成为该院儿童
安全自护教育的探索方向。

有方向即有动力，以刘桂芳为首的未检
检察官们着力研究解决方法，经过多次探索，
他们发现利用少年儿童喜欢的童话故事进行
教育解说效果最为明显，也最容易被儿童所
接受。这个想法得到了该院党组的充分认
可。随后，该院组织专人挑选合适的童话故
事，适当改编或进行有目的地解读，教育少年

儿童加强自我保护。
“灰姑娘之所以要在凌晨 12 点之前赶

回家，不仅仅是怕美丽的衣服和鞋子变回原
形，还因为她认为好女孩不应该在外面待得
太晚，要学会自我保护。王子被她深深打
动，认为她是个自尊自爱的好姑娘，适合当
未来的王后。”就这样，经过刘桂芳绘声绘色
地讲述，童话故事“堂而皇之”地与法制教育
紧密结合。

对这种用童话讲法律知识、讲安全自护
的教育方式，孩子们很快欣喜接受了。“桂芳
童话”——一个新的安全教育模式基本形
成。该模式创新理念，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新“雕琢”：一是对传统优秀童话故事中的价
值观予以扩展。二是从突击式教育模式，向
突击式与常态式相结合转变。该院与公安、
法院、团委、妇联等部门联合，根据年龄、性
别，运用不同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
育。三是从单向灌输式教育模式，向单向灌
输式与趣味式并重转变。在讲故事的同时，

检察官们将童话故事设计成情景剧，模拟少
年儿童与陌生人独处、接受陌生人财物等情
景，直观地培养少年儿童自我防范意识。

近年来，该院联合多部门利用“桂芳童
话”开展“家长夜校”“儿童保护课堂”“女生家
长课堂”等活动，通过课件、舞台剧、漫画书等
寓教于乐的方式，将安全自护知识植入孩子
们的心田。截至目前，听过“桂芳童话”的少
年儿童万余人，家长和老师 500 余人。2016
年8月，市两级检察院、市广播电视台根据刘
桂芳改编的童话故事，联合制作了“桂芳童
话”系列法制微电影，“桂芳童话”从课堂走向
网络。这部全国首个童话体裁法制微电影一
经推出，就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

2016年，刘桂芳和“桂芳童话”宣讲课件
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教育部联合开展的

“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经过近一年的全
国各地巡讲，取得了突出成效。刘桂芳受到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的
接见，并被最高检政治部通报表扬。

2013年11月，湛河区检察院在审查一起
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批捕案件时发现，办案民
警在讯问一名涉案女性未成年人时，既没有
女性工作人员陪同在场，也没有通知其监护
人到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相关规定。该院立即向公安机关下
发《纠正违法通知书》，三天后，两名主办民警
被公安机关通报批评。然而，同样的问题在
次年1月再次发生，虽然事后公安机关通知
监护人在讯问笔录上补签了姓名，但造成了
对该案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据可能无法
采信的被动局面。另外，检察院虽然在审查
中通知办案民警予以纠正，但民警在重新讯
问犯罪嫌疑人时，依然没有通知女性工作人
员到场。

类似的程序性违法问题反复出现在基
层公安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

生，湛河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们对此上了
心。经过细致的走访调查，检察官们发现基
层公安机关专业力量不足、硬件设施欠缺、
机制不健全，导致此类问题反复出现。把准
病脉后，该院研究决定，创新实施“组合式监
督”，全方位协助公安机关提升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办案水平。

该院首先协助辖区公安机关组建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专案组，使基层公安机关在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有了专业部门和
人员。组建过程中，该院专门抽调未检骨
干检察官，指导公安机关制定并完善相关
规定措施，设立未成年人心理咨询室等，提
升硬件设施，不断督促公安机关软件、硬件
力量及时跟上办案需求。与此同时，为解
决办案中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等不能到
场的问题，该院联合社会各方力量，组建了
由人大代表、社区干部、律师、教师等人员

组成的“合适成年人资源库”。当未成年人
案件的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时，承办人可
以指定合适成年人到场，监督案件办理，维
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程
序公平公正。目前，已经有 25 人被聘请为
湛河区检察院合适成年人，并已与公安、法
院共享。

此外，为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办案工作信
息互通，该院与公安、法院商定每季度召开一
次未成年人案件专题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了
案件信息互通、疑难案件提前介入、定期巡查
监督等多项机制，推动司法机关互联互通、信
息同享，形成办案合力，为提高办案效率、推
进司法公正搭建良好平台。

未检“组合式监督”自实施以来，收效
良好，该院所辖基层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未再出现程序性违法
问题。

该院常务副检察长陶跃伟说，办理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不应止于案件的终结，当这些
涉案未成年人重新踏入社会时，他们同样离
不开司法的关怀。

近年来，该院在了解涉案未成年人后续
生活时发现，由于被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
诉处理的未成年人绝大多数未经羁押和法庭
审判，往往对法律敬畏不足、内心触动不深，
很容易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如何警醒涉案未
成年人，让其对法律产生敬畏，在铭记教训的
同时，又不受到心理伤害，成为该院未检检察
官们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经过反复琢磨未成年人的心理敏感点，
该院摒弃原先只是对被不起诉人简单宣读法
律文书的做法，将法制教育和心理矫正一起
纳入不起诉宣布环节，创新未成年人不起诉
宣布模式。在该模式下，侦查人员、检察人
员、心理咨询与辅导人员、律师、被不起诉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共同参与到不起诉宣布庭
中，由专门的训诫、法制教育、心理辅导构成

不起诉宣布庭的主要程序，促使被不起诉涉
案未成年人感受法律威严、明白违法的严重
后果。在此基础上，通过专业心理人员引导，
找准未成年人犯罪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合
理疏导矫正，指明正确的成长道路。

这一创新做法促使被不起诉未成年人从
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错误行为的严重性质，
从而使其发生真正的改变。这样，既丰富了
教育形式，又强化了法制教育效果，实现对被
不起诉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有益结合
的探索。近年来，共有29名涉罪被不起诉未
成年人通过“宣布会”模式，达到了本人痛悔、
家人舒心、各界满意的效果，此项工作经验也
先后被《检察日报》等多家媒体刊登转载。

针对违法犯罪情节严重、已经收监的未
成年人，该院也制定了细致的保障措施：对有
需求的孩子，协调志愿老师为其上课，进行专
门辅导，以保证涉案未成年人在押不脱教；对
有悔改之心的涉案未成年人，根据其犯罪情
节，向法院发出合适的量刑建议，并邀请心理

咨询师定期辅导，鼓励其积极改造等。
该院党组注意到，未检部门在办案过程

中需要大量青年干警及志愿者参与协助，未
检帮教业务与团支部工作有很多重合之处，
因此积极与湛河区团委联系，成立了以未检
青年干警为核心的团支部，通过将团的建设
和未检工作紧密结合，组织多名青年检察官
和各界青年志愿服务者，开展大量卓有成效
的未成年人帮教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今年1月，共青团省委书记王艺在我市调研
时，对湛河区检察院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该院已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值得宣传
推广。

武文斌说，未检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让孩
子们切身体会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从而让
他们发自内心地接受帮教和救助。湛河区检
察院将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创新未检工作机制，全
面履行检察职能，让未检工作全方位地为“有
温度的法律”代言。

●新闻背景

联合帮教：让“迷途娃”成功重返社会

童话普法：让“懵懂娃”学会自我保护

组合监督：让“涉案娃”享受合法权益

创新办案：让“犯错娃”感受法律威严

湛河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官到鲁山
县一留守儿童学校
开展安全自护教
育。 卢拥军 摄

湛河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科长刘桂芳在讲述“桂芳童话”。 李浩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