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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人

积极救助 她让未成年人感受春日暖阳

人物：

肖晚霞

，天河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黄泽龙）

2020 年 12 月 1 日， 天河区检

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正式成

立，在刑检部门工作了八年的检察官肖

晚霞加入未检队伍。 面对全新的业务领

域，她迅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在今年 5

月举办的第二届广州市检察机关未成

年人检察业务竞赛中荣获竞赛能手。 在

台上竞技时，在日常办案中，她用心感

知少年成长和司法正义。

暖心办案

帮助“迷途少年”回归社会

未检工作点多、面广、战线长，案件

的办理仅仅是未检工作的一环，与之相

伴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耗费的时间

和精力更多。

为此， 肖晚霞从不怕增加工作量，

始终将自我规制、自我觉醒、自我实现

的教育感化落实到每一次讯问、每一场

庭审、每一次帮教、每一场法治宣讲中。

从心理测评到法律援助、 社会调查，从

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到亲情会见、亲

职教育、不捕不诉的帮教，每一个环节

都旨在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实现自我成

长，更好地回归社会。

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介绍卖淫的

批捕案时，她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到涉罪

未成年人从小父母离异，其跟随奶奶一

起生活，因遭受校园欺凌初一就辍学在

家，且认为父亲再婚后另生孩子就不爱

自己，父女感情冷漠，后因家境贫困十

三岁就外出务工，法治观念淡薄，认为

只有卖淫才是违法的，介绍嫖客赚点钱

不会有问题。

肖晚霞一方面利用提审机会向涉

罪未成年人进行法治宣讲，让其明晰法

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行为边界，并引

导其找到自己的兴趣、特长，为今后的

成长成才制定规划。 另一方面联系该未

成年人的父亲，进一步详细了解其成长

经历，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其积极

改变沟通方式， 修复二人的亲子关系。

并连同社工制定了具体的帮教方案。 最

后，以无社会危险性不批准逮捕该涉罪

未成年人。 目前，对该涉罪未成年人的

后续帮教正在顺利有序地开展。

细致关怀

做未成年人的春日暖阳

“未检是一项有温度、 有情怀的工

作”。 日常工作当中，未检人既没有普通

公诉案件的唇枪舌剑， 也没有审讯室里

的斗智斗勇， 他们关注的是每一个涉案

未成年人怎样可以得到最大程度保护。

肖晚霞坦言，“全面综合救助未成年人的

工作推进困难重重， 尤其涉及异地救助

时更需要不断沟通、协调，但我们一定会

全力以赴。 我们要做他们寒冬里的春日

暖阳，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温情”。

在办理一起涉疫案件时，她发现犯

罪嫌疑人独自抚养 7 名未成年子女，最

大的 10 岁，最小的才不到 1 岁。 一旦其

获罪判刑，该 7 名未成年子女将成为无

人扶养的事实孤儿。 为保障该 7 名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肖晚霞从接手该案就

制定了详细的救助方案， 做好两手准

备。 一方面与办案民警联系，详细了解

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 经济状况，并

在提审时详细核实该犯罪嫌疑人提供

的证明资料。 建议其抓紧时间退赔所有

被害人，并多次电话督促其退赔，多次

电话联系被害人核实退赔情况。 之后，

也及时与经办法官、犯罪嫌疑人辩护律

师沟通退赔进展。

另一方面，考虑到其家庭经济困难

退赔确有难度，肖晚霞联系了其户籍所

在地检察机关，提前做好对该 7 名未成

年人异地救助的沟通协调工作。 若其被

判处实刑，其 7 名未成年子女能尽快接

受教育救助、司法救助、经济救助等多

位一体的综合救助。

正视遗憾

未成年人帮教工作任重道远

案子办多了，孩子见多了，肖晚霞

也逐渐发现，未检部门的工作并没有强

大到让每个涉案未成年人都能在有限

的时间里回归正常的成长之路，就如同

那个刚因为电信诈骗被判处缓刑，又在

缓刑考验期再次电信诈骗的小王，或是

在附条件不起诉期间再次犯罪的小李。

在她看来，怎样才能让宽宥处理和

后续帮教深入未成年人的心灵，怎样才

能将迷惘的他们拉回希望的坦途，这是

未检人肩头必须扛起的重责。 也唯有正

视这样的遗憾，才会努力让自己变得更

强大，制定更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帮教

方案；才会身体力行地感召社会的共同

关注，凝聚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合力。

用心筑梦

做孩子的引路人

她不仅是一名未检人，还担任院团

委书记和院机关党委青年委员。 在她的

带领下，天河区检察院青年干警在工作

中呈现出勃勃生机，抗击疫情、法治宣

讲、扶贫帮困、无偿献血、交通站岗，到

处都有他们年轻的身影。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肖晚霞深刻

体会到育人、树人的艰巨和价值。“未成

年人就是初升的太阳， 或许有阴雨绵

绵，或许有乌云遮蔽，但终归会发出万

丈光芒。 作为未检人，能为他们扫除阴

霾、抚去伤痛、引领方向，是我们最大的

价值所在。 ”肖晚霞说。

龙口西小画家为华南虎绘一片“森林”

人物：

唐杰御

，龙口西小学学生。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淑萍）

在 2 年

多时间里，龙口西小学的唐杰御在广州

动物园参加了超过 30 次绘画活动，创

作和绘制了近 30 幅作品。

为老虎画森林

2020 年 10 月， 唐杰御路过广州动

物园的华南虎“康康”的笼舍，萌生了为

它绘一片森林的想法。

中班时，唐杰御开始画画。 对于他

而言，“画画不仅是兴趣，也是自我表达

的一种方式。 ”

四年级时，他注册成为广州市志愿

者，寻思如何将绘画爱好融入志愿服务

中。 2019 年，他加入广州动物园招募绘

画志愿团队，在树、沙井盖上作画。绘制

墙画，对他是个全新的挑战。

起初，他的草稿画了针叶林，但动

物园科普教育部副部长黄志宏博士提

醒，华南虎是生活在阔叶林。因此，唐杰

御多次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为更好感受

华南虎， 他甚至制作了华南虎头套，戴

着头套站在“康康”笼舍前，与它面对

面，感受其呼吸与心跳，想象与它一起

在森林中奔跑与狩猎的场景。

耗时 7 个月，唐杰御共为 5 个笼舍

创作了《华南虎的森林》《春天的森林》

等系列画作，并与其他志愿者将作品临

摹在华南虎和东北虎的笼舍里。

他最喜欢的一幅画， 是为华南虎

“欣欣”绘制的《春天的森林》。茂盛的森

林里，两只白鹇栖息在湖边，其中一只

扑闪着双翅，春意盎然。

黄志宏表示，唐杰御为老虎画森林

有很积极的意义， 既美化了园区环境，

也有利于给游客传递保护老虎的理念。

“游客对此反馈很好。 我们发现华

南虎会瞪着那面墙， 有时还伸爪子去

抓。 这会吸引游客在华南虎处多驻留，

注意到附近的说明牌，介绍华南虎为何

瘦， 动物园在饲养虎方面做了哪些工

作。 ”他补充道。

之前，很多游客提出华南虎的生活

环境单调，看到华南虎身形较瘦，感到

心疼。 黄志宏介绍，华南虎是 60、70 年

代国家在野外捕获的，现基本为人工圈

养，近亲繁殖严重，表现在背变弓，体型

变瘦。

动物园养虎也非仅一个笼舍，共有

运动场、内室和半开放式三种。 运动场

有植被等，生态性较强。 内室给老虎休

息， 半开放式笼舍有两面墙对外开放，

供游客观看。“动物园有 15 只华南虎，

无法同时提供 15 个运动场，空间有限，

它们只能轮住。 ”

被“泼冷水”的小画家

2019 年，唐杰御被评为广州动物园

优秀志愿者。 2021 年 6 月，他还获广州

市林业和园林局、广州市教育局评为广

州市“十佳野保小卫士”。 为了平衡绘

画、学习和生活，他表示，会尽快完成功

课与复习，然后用剩下的时间去画画。

唐杰御的妈妈笑着说，其实一直以

来，她都在“泼冷水”，担心画画会影响

到他的学习。“每周五他会去越秀区的

画室学画画，我们住天河区，来回浪费

不少时间。他做功课也慢，我经常说，别

画了，但他一直都在坚持。 ”

每周五下午放学后， 他啃着面包，

一个人乘公交车到画室绘画。回程好不

容易赶上末班车，到家已是夜色正浓。

暑假期间， 他基本泡在动物园，从

早上 9 点一直画到下午 6 点。因常在室

外画画，很容易遇上蚊虫叮咬，汗水湿

透衣服也是家常便饭，他只能想办法克

服。“蚊子扑上来了，我就穿上全套自制

的防护服抵挡。 劳累袭来时，我就咬紧

牙关坚持着。 ”唐杰御说。

更令唐杰御的妈妈感到意外的是，

儿子会获奖。“有时他拿到奖了，说‘妈

妈，我拿奖了’，我们就出去吃顿好的，

但不会特意送他什么礼物。 他很有想

法，也说会想办法挤出时间来画画。 我

很佩服他，在我不断‘泼冷水’的情况

下，还能坚持得这么好。 ”

唐杰御还说，在动物园画画，收获

了很多知识，也明白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懂得了保护野生动物就是维护大

自然生态平衡， 人与动物应该和谐相

处。 唐杰御的爸爸说，当初让儿子去做

志愿者，不是非要他在这过程中学到什

么，但没想到他已坚持了 3 年，创作不

少优秀的画作，这纯粹是意外之喜。“我

觉得他很厉害，从未想过的事，居然实

现了。 ”

而动物园也见证了唐杰御的成长，

惊讶于他坚持这么久。“发现他对动物

越来越感兴趣、理解越来越深，而且画

得越来越好，相当于从小给他种下了一

颗种子，伴随着他长大。 ”黄志宏说。

肖晚霞参加法治进校园活动。

通讯员供图

唐杰御站在完成的墙画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