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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人物：

黄均健

，天河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黄泽龙 ）

奋斗在疫情防控一线，奋斗在

保障“高墙内外”监管安全一线，天河区

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黄均健用实际行动，

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

据了解， 黄均健是一名中共党员，

2016 年 12 月入职天河区检察院， 先后

在原反渎职侵权局、办公室、第三检察

部工作， 并担任第三党支部宣传委员、

院团委副书记等职务。 他先后从事过职

务犯罪侦查、综合文秘、刑事执行检察、

党建、团建等工作，在各个岗位上默默

耕耘、勤勉工作，先后获得 2018 年度全

市检察机关个人嘉奖、2019 年度全市检

察机关优秀信息员、2019 年度省检察院

信息直报点优秀信息员等荣誉。

奋斗在疫情防控一线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黄

均健按照单位的统一部署，取消正常休

假，从大年初二开始待命备勤、值班，保

证手头检察工作不断档、不掉线。 在疫

情防控最为紧要的时刻，黄均健挺身而

出，主动报名参加党员突击队，勇上一

线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对口支援街道开

展防疫工作期间，黄均健与其他党员干

警一起，佩戴志愿者袖章，分派到社区

各出入口，与社区居委、保安、物管等工

作人员一道， 帮忙测量出入人员体温、

核实返程外来人员信息、宣传引导居民

群众注册使用“穗康码”、帮助企业复工

复产、协助排查及安置返穗人员。

疫情稳定后，为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风险，天河区成立相关国家入境人员专

项服务酒店工作组专班，专门开展入境

人员在酒店的集中隔离服务工作。 黄均

健又加入工作专班，被安排在定点隔离

酒店从事信息资料汇总工作。

白天要跟进其他工作组提供的旅

客新增、转出数据，汇总统计表，并与前

台实时“连线”，以最快的速度上报可用

房间数，方便口岸快速分流旅客；晚上

还要撰写当日工作小结、 做日报表，在

凌晨 3 点前上报，因此常常忙活到深夜

不在话下。 从 3 月 21 日开始工作至 5

月 6 日结束，黄均健一直工作到隔离酒

店撤点， 共登记核实旅客数据资料 500

多人次， 准确转运旅客 100 多人次，解

除隔离旅客 400 多人次。 黄均健以认真

细致的态度做好入境旅客隔离服务工

作，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奋斗在“高墙内外”安全一线

疫情期间，看守所等监管场所人员

密集， 是疫情防控的重点

场所。 单位决定抽调人员

在通过核酸检验后，驻守在

看守所内开展工作，以减少

人员流动接触带来的风险。

黄均健按照统一安排，与法警

队其他同事一起， 在核酸检验

合格后进入看守所实行封闭管理，

协助办案部门将犯罪嫌疑人带到看

守所内的讯问室， 并连接远程视频信

号，由办案部门的检察官在检察院内通

过视频讯问的方式办案，确保疫情期间

各项刑事批捕、起诉工作的顺利进行。

封闭管理期间，驻所人员采取轮班

制， 一周的时间全程驻守在看守所内，

只有到周末才能回家，但黄均健与同事

一道，克服工作生活的种种困难，顺利

完成任务直到看守所解除封闭管理。

刑事司法公正，除了要求刑事案件

裁判公平公正外，在执行环节也要做到

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检察机关要加强刑

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黄均健所在的

第三检察部，履行的正是刑事执行检察

职能，除了要监督看守所等监管场所在

关押罪犯、 犯罪嫌疑人时是否安全外，

也要监督法院、公安、司法局等执行机

关对被判处刑罚的罪犯是否已依法交

付执行、执行是否到位。

黄均健作为检察官助理，今年以来

已经审查生效法律文书超过 1500 余

份，通过抽丝剥茧，着力发现相关执行

机构存在的违法违规线索，并及时把线

索移交给检察官办理，督促执行机构纠

正，维护刑事执行公平公正。 例如，近期

黄均健在审查一宗危险驾驶罪的生效

文书时发现， 该名罪犯被判处拘役，但

是法院没有依法收监执行，并回到了老

家。 遂将该线索提交给检察官办理，检

察官根据案件情况开展调查核实，最后

向法院制发了检察建议，后该罪犯依法

被收监执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天河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黄均

健。 受访者供图

人物：

胡向东

，石牌街南大社区明轩志愿服务队队长

怀初心挥余热

打造美丽社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焦何结 见习记

者 黄冠柽 ）

青年时，他下过乡，高考恢

复后，他靠着勤奋刻苦成为了一名大学

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人到中年，他求上

进、爱钻研，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术，在

研究所工作十年后，下海创业，成为著

名的电脑数据恢复专家，被人誉为“电

脑神医”。 如今，年过七旬的他，热心公

益事务， 怀着一颗共产党人的初心，成

为社区里活跃的志愿者，用实际行动响

应垃圾分类号召。 他叫胡向东，是石牌

街南大社区明轩志愿服务队队长，是一

名有着“传奇经历”的 70 后。

成为“电脑神医”收获好口碑

今年 72 岁的胡向东高高瘦瘦，穿

上志愿者的红马甲，看上去只是一名普

通的志愿者。 但看似普通的他，背后却

有着堪称传奇的经历。 1968 年 11 月，他

从广州市第一中学下乡到海南龙江农

场当工人。 九年后，他抓住了恢复高考

的契机， 考取了海南琼州学院数学系，

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3 年，当很多人还

不知道电脑为何物之时，他应聘到广州

市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工作，专注于研究

计算机内核。 他凭借自己刻苦的钻研精

神，成为了一名工程师，获得了多项重

量级奖项。 1992 年，他下海创办了广州

正大电脑应用与数据修复有限公司，为

银行、证券等挽救了价值 100 亿元人民

币的直接经济损失。

凭借高超的数据恢复技术，他服务

过的对象遍布全国各地。 当年，他妙手

回春为电脑“治病”的事迹屡见报端，成

为一名技术名人。 2002 年 7 月，胡向东

被广州市委评为广州市私营企业优秀

共产党员，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在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全国民营企业党

建工作会议。 他说：“共产党员要为人民

谋利益。 ”

组建志愿者队伍打造美丽家园

如今，年过七旬的胡向东已退居二

线，将公司的生意交给儿子打理。 但退

休不褪色，他身上始终怀着一颗共产党

员的初心，尽己所能发挥余热为居民群

众谋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垃圾分类光有政府的号召

和物管居委的行动是不行的。 作为居

民，我们肯定要自我管理。 ” 胡向东说。

抱着这样的想法，2019 年 11 月，他在自

己所住的明轩小区建立了一个微信群，

成立了明轩志愿服务队，积极发动关心

公共事务的居民加入其中，携手推动小

区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 小区开发商对

志愿者队伍的成立表示支持，随即捐赠

了 20 套志愿者服给这支团队。

胡向东说：“这支队伍目前有 17

人，成员以在职党员居多，也有好几位

已经退休的人。 ”去年队伍甫一成立，就

连续半个月在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值

班。 志愿者们守在垃圾桶旁，对前来扔

垃圾的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指引。 今年疫

情稳定后，明轩志愿服务队先后于 6 月

底、7 月中旬， 分别开展了两次志愿服

务，时间加起来长达半个月。“7 月份放

暑假了，有两名中学生、三名小学生也

加入到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中来。 小

手牵大手，一个孩子能带动一个家庭。 ”

如今，明轩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已

做得不错。“垃圾分类工作是一个整体

性很强的工作，整个小区的餐厨垃圾分

类可能因为一个人的疏忽而前功尽弃。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小区业主和租房

中的年轻人重视了垃圾分类，有些人尽

管叫外卖不开火煮，但也把吃剩的饭菜

和盒子分类投放，令我感动。 垃圾分类

的志愿工作，是举手之劳，付出的是自

己的一点休息时间， 但净化了心灵，也

为社会做出了奉献。 ”胡向东说，打造小

区的和谐美好环境要大家共同努力。 志

愿者的公益心、业主的配合、物管的辛

勤付出、南大社区的支持都缺一不可。

石 牌 街 南 大 社

区明轩志愿服务队

队长胡向东。

信息时报记者

焦何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