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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沈丘县检察院反渎局局长欧阳永强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陶海涛

!!!!!!

"上接一版#欧阳永强按照!刑事诉讼法"及

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要求#严格而不失文明#充分

尊重犯罪嫌疑人#无论对方态度咋样#总是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从来不用过激言语#以此感动对

方#尽快获取证据#提高办案效率#树立检察官的

形象% 王某羁押后#欧阳永强考虑到安阳与沈丘

之间的饮食风俗不同# 安排看守所对其照顾&得

知王某平时治疗糖尿病的药品和测血糖的仪器

是其专门购买的#用起来很有效#欧阳永强立即

派人奔波
)$$$

多公里购买%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王某在被法院判刑后#仍感激涕零'(我犯了罪应

该得到惩罚%之前#我为掩盖事实#设置了种种障

碍#让你们在调查时吃尽了苦头)和你接触后#我

亲身体会到你们没有感情用事# 而是真心照顾

我#真心帮我#我打心眼里谢谢你们)以后我会好

好改造#重新做人) *

这看似一句简单的感谢话#却饱含着涉案人

员对欧阳永强的敬佩% 这背后#有谁能想像到欧

阳永强为之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历尽了多少

千辛万苦+ 为获取一张关键凭证#他一头扎进账

本堆里查找几天几夜&为保证证据确凿充分且定

性准确#他数次往来于安阳与沈丘之间#取证近

%$$

余份#形成的卷宗足有一尺多厚%

那天中午# 正在安阳取证的他手机响了#是

妻子许淑华打来的#说卧床多年的母亲患肠梗阻

一个星期了#药物治疗没有效果#如果不立即做

手术#会危及生命%然而#有谁知道瘦弱妻子的胃

病恰在这几天发作#没有来得及输液治疗#疼得

吃不下饭#就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照顾母亲强

忍着还可以#要送老人去医院做手术#跑前跑后

就吃不消了% 欧阳永强对着话筒半天没有说话#

最后# 还是噙着泪水向妻子说了句'(你喊上二

姐$嫂子#把娘送到医院做手术#安顿好娘后你再

输液#我这边实在脱不开身% *妻子没有感到意

外#因为#自从结婚后#她总是看到丈夫忙于工作

很少管家#不出差时#吃过饭就去单位#出差了#

十天半月不回来很正常%有时回来时两眼布满血

丝#衬衣领口$袖口黑的连啥颜色也很难看出&有

时他发着高烧回来#妻子心疼他#二话不说#带他

到医院看病% 此时#贤惠的妻子居然对丈夫放心

不下'(你身上的烧退了吗+走时我给你包的几包

药只有缓解功能#要是没有退烧就输瓶液#再忙

也不能不治病呀)千万不能硬撑% *欧阳永强眼泪

簌簌#半天没有放下手机% 是呀#数天前#他发着

高烧亲自驾车#早上
,

点钟出发#跑了
"

个多小

时来到安阳% 就是这一趟#安阳县原副县长王某

被堵在了家属楼梯口被当场抓住%

这个中秋节 #他没能和家人团聚 #而是一

个人在外地为案件奔波 % 没有人知道这是第

几个中秋节没有陪在家人身边了 # 连他自己

也说不出准数 #因为 #在他心里 #这和平时没

啥两样 %

最初的几年# 在县医院上班的妻子不理解#

时常为家务和他发生争执%在单位忙了一天的妻

子#回到家还要带孩子$照顾老人$做家务#慢慢

地落下了胃病#心里总感到十分委屈%心想#自己

也是人#也要上班#也想歇歇脚#也需要丈夫的帮

助和体贴#可是#我图你个啥呀+ 为此#她不只一

次地哭过#不止一次地吵过%然而#面对生性倔强

的丈夫#面对痴迷检察工作的丈夫#一次次的埋

怨#都被欧阳永强哄住了% 总是听他说'(我是检

察干警#岗位不同一般#为了家里你多牺牲点#等

以后我退休了好好补回来#家务活我全包#给你

端吃端喝洗衣服#让你好好享享清福% 谁让你是

我的老婆呢+ 谁让你是检察干警的老婆呢+ 我也

不图名$不图利#就是想把每件事干好 #让领导

放心#让同事尊重#让老百姓满意% 咱是农民出

身#现在吃的是国家粮#要对得起这碗饭) 要珍

惜这份工作) 你怨气再大也只是咱家里鸡毛蒜

皮的事儿#一旦领导有意见 #群众有怨言 #那就

是天大的事啦) 我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帽子上

的检徽) *妻子破涕为笑% 时间长了#妻子拗不过

他#看他就是个工作狂#不吸烟$不酗酒$不打牌#

没有不良嗜好#渐渐地理解了 #接受了 #心里更

加疼爱了%

欧阳永强奋战两个多月#出色地完成了上级

交办的任务% 最终#法院以玩忽职守$受贿$挪用

公款罪#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

年
+

个月%

浩然正气 为民执法写忠诚

欧阳永强常说# 一名检察官就应该是一把

剑#是一把让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是一把

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的飞剑#是一把使犯罪分子

弃恶从善$重新做人的宝剑%

在长期的检察工作中#尤其是欧阳永强任反

渎局局长后#经常面临权情交易的诱惑% 他始终

坚持廉洁自律#秉公执法#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他心里时刻牢记一个信念'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

予的#执法为民是检察干警的宗旨#高举正义之

剑#直指罪恶和腐败是天职%

*$)%

年
%

月#市检察院交办了沈丘县个别企

业利用申报淘汰落后产能非法骗取国家奖励资

金的特大渎职案件# 嫌疑人翟某等
+

人滥用职

权#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该案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时间跨度长#涉案

人员多#查办难度大$阻力大$风险高% 涉案企业

负责人目前没有固定职业# 已不在沈丘居住#一

旦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潜逃#一些关键性的证据

就难以获取#并有串供$毁灭证据的可能#案件很

可能(流产*% 为避免发生意外#欧阳永强认真研

究方案#确立突破该案的关键点是(证$控$供*同

时进行 #启动侦 $捕 $诉 $技 $警横向协作 $紧密

配合的工作机制 % 该院挑选精兵强将
)!

人成

立专案组 #开启 (大兵团 *作战模式 #有效解决

了反渎部门人手不足问题 % 经过多方努力 #将

分别居住在漯河 $周口和沈丘县的三名犯罪嫌

疑人传唤到案% 将外围查证$抓捕$讯问犯罪嫌

疑人同步进行 #环环相扣 #一气呵成 #以快制

胜#获取关键证据%

案件查办中#说情的#施压的#重重干扰纷至

沓来%最终#他没有向亲戚朋友的说情妥协%不服

输的个性和对正义的追求#对天职的忠诚#让他

悄悄拭去了在夜深人静时流下的眼泪%他顶着各

方压力#一如既往$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案件侦办

中%

有人找到他说'(这事牵涉的是国家的钱#既

不是咱县的钱#也不是谁家的钱#可是牵涉的人

却是咱这乡里乡亲的#你装一下糊涂#把这事推

过去#将来对你有好处% 俗话说#得罪人多堵墙#

相个人多条路% 这个浅显道理你该懂吧+ *也有

人干脆去他家里'(永强老弟# 咱可是老交情了#

论官职我比你的级别高#论人脉我比你广#论家

庭条件我比你强多少倍你心里清楚% 你父亲去

世不到三年#母亲重病卧床快十年了#以后还不

知要花多少钱治病#尽孝不光是嘴上说#还要拿

出钱给老人家治病呀% 就算是不考虑这些#你不

为刚上大学的儿子着想+ 你有钱了#让儿子将来

发展得更好#这是儿子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候啊%

你也清楚以前儿子为啥不搭理你# 学校里举办

让家长参加的活动你从来没有时间去# 儿子从

来不敢和同学比吃比穿比家#你给他的啥+ 你可

不能再装糊涂呀#听我的话 #走好这一步 #往后

你的衣食住行啥都不用愁啦) 今天只是带来一

点心意#望你笑纳#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这一步

就看你迈不迈啦#老弟#你要三思呀) *说着#来

人将一兜钱丢在茶几上起身欲走% 欧阳永强当

场义正词严地回绝'(老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是需要钱#可是#我绝不要不干净的钱 #这是

我做人的底线) 上级交办的事#领导和群众又托

付给我#我不仅有责任办#而且还要办好% 儿子

长大了#他会理解我做的一切) 这些年#你也了

解我的性格#只要坚持正义#谁埋怨我都能扛得

住% 可是#一旦我背离了正义#老百姓有了怨气#

我就扛不住啦
-

你叫我往前迈这一步# 那可是

万丈深渊呀) 说不定还会把你拽进去) 我给这些

人开条路国家会把我关进高墙内# 蛀虫不铲掉

老百姓会骂我) 不管这是谁的意思# 我坚决不

收) 事大事小由法律决定% 我帽子上的检徽比啥

都重要) *来人见欧阳永强态度坚决#只好拿着

钱没趣地走了%

执着的嫌疑人没有罢休# 又托他妻子的亲

戚说情# 欧阳永强依然态度坚决 '(给你面子 #

我咋面对法律+ 咋面对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目

光+如果不追究他们#我就是犯罪)这是我的职

责所在*

他深知伤害了亲情#伤了亲人的心#但他因

坚信自己做的是正义事业而无悔$无愧% 在他面

前#人情和法律#人情永远占不了上风#法律才是

他正确的选择%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正值三伏天#欧阳永强

带领专案组人员跟看守所协调#选择有空调的讯

问房间#讯问前先对地面泼水降温% 也许是欧阳

永强的小小举动感动了犯罪嫌疑人#他们均表示

愿意认罪#配合侦查工作#在
,

天的讯问时间内#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欧阳永强在短时间内往返周口$许昌$平顶

山
%$

余次#查询金融机构
)$

余家#审查各类会

计凭证
%$$

余份#固定相关书证
*$$

余份#追回

涉案赃款
.#,/*

万元% 翟某等
+

名涉案人员均已

受到法律的制裁%

按常理#案件到此已画上句号#他也该喘一

口气啦% 但在侦查过程中#细心的他发现一个造

纸厂虚开增值税发票%他立刻意识到此案没有想

像的那样简单#背后还有文章) 为了不让国家财

产受到损失#他决定拓宽思路#采取扩大战果$挖

出窝案$带出串案$查处另案#深挖余罪漏犯%

他与国税局结合#调取涉税资料#寻找蛛丝

马迹# 询问相关人员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终于挖出了一个虚开增值税发票
)/+

亿余元的惊

天大案% 该案涉案金额巨大#犯罪行为涉及全国

)!

个省$市$自治区#引起公安部领导的高度重

视%

*$)%

年
,

月
),

日#公安部专门下发!关于组

织开展河南周口霍某某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案集群战役的通知"# 确定在全国开展专案集

群战役#组织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内蒙古等
)!

个省$市$区共同参战%

案件该收网了# 然而# 狡猾的李某早已闻

风潜逃#不知去向 % 欧阳永强带领办案人员五

上安徽#六赴驻马店 #排查了
.

个省多个地区 #

汇集各类信息
*$$

多条# 连续一周在嫌疑人家

乡蹲点守候#最终锁定李某已逃至山西省洪洞

县% 他立即带领参战干警赶赴山西 #与当地公

安 $检察机关密切配合 #经过几个昼夜的便衣

侦查#终于将正在超市买生活用品的李某及其

儿子当场抓获%

渎职与贪污贿赂相互交织#密不可分#每一

起渎职案件背后都存在权钱交易#这是欧阳永强

的经验之谈% 锁定渎职$深挖贪贿是他一贯坚持

的工作理念%

*$)%

年的一天#欧阳永强在一次普法宣传走

访中听到群众反映#沈丘县一些不法人员利用新

农合骗取保费%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新农合资金#是国家给予农民的

保命钱) 岂能被个别人作为享用的目标来骗取

呢+一幕幕昔日因无钱治病的乡邻含泪放弃生命

的凄凉场景$一双双老百姓期待公平正义的眼睛

在他眼前浮现#他无法入睡#翻身起床#挑灯写了

一份线索分析方案%

案件侦查工作开始了 %他带领干警秘密走

访#调阅相关报表资料 %

*$

天来 #他通宵达旦 #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累了 #就在办公室的沙

发打盹 &饿了 #开水就着面包和方便面充饥 %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付出总有回报时 % 一个涉及

新农合犯罪的窝案逐渐浮出水面 # 一些不法

人员伪造外省住院病历 # 盗用本县新农合参

保人员资料 #通过沈丘县新农合骗取保费
%$$

多万元 %

该案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人脉较广#案件

一度陷入僵局%关键时刻#欧阳永强躲了起来#与

外界隔离#有效阻断说情干扰% 最终#

.

名新农合

办工作人员$

*$

多名涉嫌诈骗的不法人员被抓捕

归案#老百姓数百万元的保命钱被保住了% 此案

查处后#群众拍手称快#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

拓展思路 查微析疑扩战果

熟悉检察工作的人都知道#反渎查案工作有

(四难一大(#即发现难$取证难$抓人难$处理难#

办案阻力大#使它在检察业务中成了一根(硬骨

头*% 然而#欧阳永强知难而进#拓展思路#对于

暂时陷入僵局的线索善于另辟蹊径#围绕嫌疑人

的职务特点$职权范围$行业特点$业务环节$操

作流程等#广泛收集信息#对信息资料进行整合#

弥补线索缺陷#使一部分线索(起死回生*% 不论

案大案小#他都能尽心尽力办好$办彻底#最大限

度地为国家挽回损失#向上级交一份满意答卷%

针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检察机关查办案件面

临新形势$新任务#犯罪呈现智能化$高智商$高

科技等特点%质量和效率是衡量反渎工作的重要

标准% 为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欧阳永强坚持依

法办案依事实$规范办案讲秩序$文明办案树形

象$高效办案重质量$安全办案强责任#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他坚持把学习作为修身立

业之本#秉承智慧办案的理念#洞悉发案规律#勇

拓办案新路%他向院领导及时汇报#采用反渎$侦

监$公诉$法警$技术$监所$纪检监察$后勤$办公

室九位一体的办案模式#在全院广为传颂%

*$).

年
.

月#省检察院将商丘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车管大队部分民警涉嫌滥用职权犯罪线索

交我市检察院进行初查%市检察院指派反渎局干

警与沈丘县检察院共同初查% 接到任务后#欧阳

永强带领由
,

人组成的一支目标摸排组悄悄到

达商丘市#对涉案人员进行摸排% 他们从了解该

车管大队人员分工$岗位职责入手#锁定周某等

人在办理车辆登记注册过程中涉嫌滥用职权犯

罪%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硬骨头*案件% 案件的

有效信息极少#嫌疑人信息与调查取证期间大相

径庭#而且嫌疑人是公安人员#法律知识丰富#反

侦查能力较强% 为防止发生因涉案人员推诿$串

供$逃匿导致整个案件流失的意外#他们以办理

车辆入户为名由外到内了解情况%经过连续几天

的日夜蹲守$秘密跟踪#最终掌握了
+

名嫌疑人

的行踪% 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

月
*$

日晚
!

点#该院组成抓捕$搜查$取证$讯问$保障等多个

工作小组#秘密抵达商丘%在省$市检察院领导的

统一指挥下# 次日早上将
"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因临时外出未被抓获的另外
)

人迫于压力也于

第三天自首%

在这次行动中#欧阳永强经历了只有在电影

中看到的惊心动魄一幕%嫌疑人李某驾车前往高

速大队换岗#途中感觉到情况不妙#便加速狂奔#

早有准备的欧阳永强驾车紧跟其后% 嫌疑人路

熟#七拐八转企图甩掉抓捕车辆#欧阳永强紧追

不舍#数次超车别车#多次擦车撞击#最终把李某

的车逼停在一个角落里#控制住嫌疑人李某% 这

时#大家纷纷呕吐不止#浑身冒出冷汗%事后有人

问欧阳永强当时的感受#他只说了一句'(只要大

伙儿不受伤#沿途群众不受伤#坚决不让嫌疑人

在自己眼皮底下溜走#一定把案子查圆满#决不

辜负上级领导的期望) *提及这生死
*$

分钟#同

车的干警仍心有余悸%

查明了犯罪嫌疑人滥用职权犯罪事实后#欧

阳永强察觉到另一个严重问题#陈某等人在短短

*$

多天时间就能入户
.$$

多台国家明令禁止登

记注册的车辆#而且在办理车辆入户时根本就不

存在这些车辆#相关手续缺项#其中必然存在着

更大的内幕交易% 顿时#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多

年来形成的担当意识# 促使着他下决心深挖犯

罪#查出巨额贿赂犯罪#扩大办案成果#抓到更重

要的犯罪嫌疑人%他一方面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

讯问力度#另一方面从行贿人那里打开缺口%

行贿人陈某等人是商丘市公安人员# 为了

排除外界干扰#他向市院 $省院汇报 #建议对陈

某等人指定异地管辖#省院采纳了这一建议% 在

许昌#欧阳永强通过与嫌疑人数次的斗智斗勇#

陈某等人不得不在第三天交待# 为了能办理江

淮扬天低平板半挂车入户手续#牟取暴利#向商

丘市交警支队车管大队工作人员进行大额行贿

的犯罪事实% 此时#欧阳永强由于连续熬夜#喉

咙发炎#高烧
%!

度 #嘴唇干裂 #两眼红肿 #两条

腿酸疼% 他来不及去医院就诊#而是在药店买点

药吃# 随即赶回沈丘对车管大队的嫌疑人进行

突审% 嫌疑人本来坚守着事先形成的攻守同盟#

进行负隅顽抗% 欧阳永强用掌握的证据击溃了

嫌疑人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只好交待了在办

理车辆入户过程中收受陈某等人的大额贿赂 #

违规办理车辆入户的犯罪事实% 这时#欧阳永强

才喘口气# 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就近的诊所打退

烧针%

立检为公 自古忠孝难两全

多年来# 欧阳永强始终满怀激情地痴迷于检

察工作% 无论走到哪里#他心里总是装着工作#唯

独没有家庭%当单位的事与个人的事不能兼顾时#

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事业& 当工作需要与家庭

需要发生碰撞时# 他也是义无反顾地奔波在检察

工作一线#无私奉献%

为了工作# 欧阳永强割舍了太多的亲情#舍

弃了太多的天伦之乐# 失去了太多的尽孝机会%

*$)"

年
.

月
)$

日上午# 欧阳永强准备去郑州抓

捕嫌疑人#向躺在病床上
!+

岁的母亲打个招呼%

此时#母亲的呼吸较以往明显困难许多% 他俯下

身子#眼里噙着泪水#拉着母亲的手#说'(娘#一

会我叫俺二姐过来# 和淑华一起送你到医院看

看#我还急着去郑州#过两天就回来了%要是今天

去不了郑州#前段所做的一切全泡汤啦% 这个是

上级交办的大事儿#耽误不得% 等我回来后请几

天假#好好陪陪您) *母亲看着他#有气无力地说'

(娘没事#工作要紧#你忙你的%你把班上好#我就

放心啦%你也是四十好几的人啦#累了该歇就歇#

饿了想法吃热乎儿饭% 整天没明没夜地跑#没见

你胖过#你要是落身上病没人替你受% 有淑华和

你姊妹几个#你不用挂念#这十来年不是把我伺

候得好好哩+ *是呀#十年前#母亲患直肠癌做了

手术#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没人在家照顾#母亲在

院子里活动时把腿骨摔折#从此卧床不起&十年

来#欧阳永强很少在家#很少陪在母亲身边#很少

伺候母亲#繁重的家务和伺候母亲的活全落在妻

子许淑华$姐姐和哥嫂身上%

他何尝不想在家陪陪母亲#何尝不想帮妻子

干点家务#何尝不想与儿子交流一下学习)但是#

每到此时# 他不是这个犯罪嫌疑人该批捕了#就

是那个案子要去摸排% 他依然咬咬牙#坚持工作

第一%

当天下午#母亲病情恶化#妻子喊来嫂子等

人# 急忙把母亲送到医院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

身在郑州的欧阳永强只是打电话叮嘱妻子#想尽

一切办法医治娘的病% 第二天上午#医院下了病

危通知书#建议准备母亲的后事%晚上九点多钟#

妻子再次电话催促欧阳永强'(你快连夜赶回来

吧#可能这是见咱娘最后一面了) *

他十万火急赶到家时#已经是零点多了% 他

扑通跪在母亲面前#哭喊着'(娘#您睁眼看看#儿

子永强回来了) 您千万别走呀#我还没来得及给

您喂口饭哩#没喂口水哩,,% *也许是在天之

灵#此时#奄奄一息的母亲睁开双眼看一下欧阳

永强% 不到两个小时#母亲安详地走了)

是呀#为了检察事业#欧阳永强欠父母的太

多太多#欠妻子的也太多太多%

*$)$

年
.

月#他在

栾川县办案#父亲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他没能

见上父亲最后面#留下永远的愧疚%

*$).

年
)$

月的一天# 他在商丘为了不让一

个嫌犯逃脱#无暇照顾患病的妻子% 胃病发作的

妻子疼痛难忍#高烧不止#她只好求助邻居帮忙

送到医院输液% 一连输了
+

天#他没有回来陪一

次% 等他办完案子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家时#妻子

已出院在家静养% 其间#妻子的同事曾误认为她

俩感情不和离婚了#搞得妻子哭笑不得% 妻子看

着一脸愧疚的丈夫#却深情地说'(我理解你% 只

要你平平安安地回来#只要你把你心爱的工作干

好#我支持你) *%

这是多么无私的父母) 这是多么能让人肃然

起敬的妻子啊) 多年来#父母$妻子无声的支持#

成为他义无反顾投入工作的动力%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欧阳永

强#一个基层检察官#多年的风风雨雨#无数次与

不法分子的斗智斗勇#累计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

济损失上千万元#所办案件准确率为
)$$0

% 正是

凭着公正执法的信念#他排除种种干扰#维护了

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良好形象&正是凭着无私无

畏的胆识#他坚持正义 #拼搏进取 #用汗水和忠

诚#为人民检察官这个最光荣$最神圣的称号增

光添彩%

欧阳永强多年来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用清

晰的思路$敏锐的洞察力$勤劳务实的作风诠释

了一位共产党人对党的无比忠诚% 他取得了骄

人业绩#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和好评#沈

丘县检察院反渎局在周口市反渎工作考评中位

居前列#在全市检察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欧

阳永强个人也多次被院里评为先进工作者 $优

秀共产党员& 多次被被省委政法委评为先进工

作者%

在沈丘县检察院办公楼里#欧阳永强的感言

赫然醒目'做人为实#待人唯诚#行动唯勤#工作

唯精% 他从来没有骄傲自满#而是满怀饱满的工

作热情#在工作中奉献#在奉献中闪光)

欧阳永强带领干警认真研判案情$

为把每一个案子查实%查透&欧阳永强冒着酷暑&倾听群众诉求&广泛搜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