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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爱国情 奋斗者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全国模范检察官”“全
国民事行政检察业务能手”

“自治区劳动模范”“北疆最
美女性”“自治区十佳法治
人物”……这一系列荣誉称
号都属于一个年轻的“80
后”检察官———白静，现任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民
事行政检察处副处长。

“善学善思善用，你是
学习型检察官；敢作敢为敢
当，你是公益诉讼实践者。
亮剑行政不作为，你打响公
益诉讼第一案；勇当公众代
言人，在守护绿水青山中诠
释着检察担当！”这是白静
获得“内蒙古十佳法治人
物”的颁奖词。正如颁奖词
所言，白静从事检察工作8

年来，始终坚持在求知中增
长才干，以严谨细致、为民
务实的工作作风坚守办案
一线，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检
察官的责任和担当。

记者和白静聊起工作，
发现她是一个从心底里热
爱着自己的这份职业。她对
工作从没有抱怨，用她的话
说“我没有把繁重的工作当
成一种负担，当看到通过自
己的努力，把案子顺利办结
的时候，这份工作带给我巨
大的成就感。”和白静一个
办公室的同事包欢欢对这
一点更是深有感触：“有时
遇到太多案宗想懈怠一下，
但看到白静专注的状态，也
提醒我自己要努力。”

作为一名检察官，白静
经常要和律师、当事人交
流。而当事人常常因为对法
律条款不熟悉、不了解，需
要大量的解释沟通。白静总
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解释
沟通，努力让当事人满意。

白静从事检察工作仅
8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名
检察战线上的新兵，但是
这名年轻检察官却常常被
称为“内蒙古公益诉讼排
头兵”，这事儿还得从2016
年说起。2016年，白静所在
的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
被列入国家先期启动公益
诉讼的试点单位，白静和
同事们一起开始了这项全
新的工作。当时，在生态环

境领域发起公益诉讼，在
国内是全新的尝试。

公益诉讼案件中，案
件主体各有不同，涉及到
的领域也非常广泛。为了
能够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
有效对接和交流，白静和
同事们常常需要加班加
点，将案件可能涉及到的
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进
行完整学习和整理。

2017年，白静出庭办
理了全区第一例、全国第
二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为了做好一个公益诉

讼，白静常常多方解释、沟
通，有一次由于连续的高强
度工作，不间断的与多方对
话，导致她在开庭的日子竟
然“失声”，不能说话了。

白静还积极参与公益
诉讼理论研究工作，参与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课题

“诉讼外行政检察监督研究”
“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研究”等
调研，作为主要执笔人完成
的《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
关的角色定位》《以内蒙古检
察机关试点实践为视角的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问题研究》等论文，均在国

家核心期刊发表。
为了让公益诉讼能够

形成长效工作机制，白静
牵头起草了与相关执法单
位会签的《关于建立加强
首府生态环境保护联合协
作工作制度的意见》《加强
首府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
作实施办法（试行）》。

从检8年，白静获得了
很多荣誉。但她却谦逊地
说：“所有的荣誉都是组织
和同事对我过去工作的肯
定，我要以此为激励，重新
开始，为检察事业贡献自己
的力量。”

山东孟良崮烈士陵园
里，有这样一座坟墓：青黑色
的墓碑正面，遒劲的字体镌刻
着“陈若克烈士之墓”；墓碑背
后，是一方小小的坟茔。22岁
的陈若克与她未曾满月的孩
子，已在沂蒙山长眠了77年。

陈若克，又名陈玉兰、陈
雪明，祖籍广东顺德，1919年
出生在上海。她的家境并不
宽裕———父亲是当地报馆的
小职员，母亲是婢女出身的
家庭妇女。陈若克8岁时，曾
在小学就读过一年半的时
间。因在学校寡言少语，被老
师、同学喊做“小哑巴”。随着
父亲病故，陈若克不得不辍
学，随母亲进工厂做工。

15岁的陈若克，白天在
工厂做工，晚上到工人夜校
读书。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她
年纪轻轻便患上胃病、贫血、
头痛、肺气肿等病痛。然而，
正是这艰苦的生活，锤炼了
她的意志与品格，让她投身
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
面对工厂主、资本家，陈若克
直陈道理、毫无惧色，让她在
工人群体中小有名气。

1936年8月，陈若克加
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她辗
转湖北、山西等地，并于
1937年进入华北军政干部
学校学习。其间，她不断汲
取先进思想的养分，积极参
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后，她历任中共中
央山东分局妇委会委员，山
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议员，
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常
务委员、执行委员等职务。

在革命工作中，陈若克
收 获 了 志 同 道 合 的 爱
人———随后担任中共中央
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如
今，在山东沂蒙党性教育基
地，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
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陈
若克与丈夫朱瑞席地而坐，
一同笑对镜头。陈若克轻轻
靠向朱瑞的右肩，嘴角眉梢
里都洋溢着暖暖的笑意。

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
地，每一份救亡图存的力量

都显得弥足珍贵。陈若克从
事妇女工作时，发动妇女参
加抗日救国会、识字班和姐
妹剧团，唤醒广大妇女投身
抗日事业。她组织编写妇女
刊物，培养、选拔妇女干部，
对当时山东妇女工作起到积
极推动作用。

1941年深秋，日伪军大
举进逼沂蒙山区。11月7日，
在突围作战中，怀有8个多
月身孕的陈若克不幸被俘。
两天后，她在狱中产下一名
婴儿。但这并未引起敌寇丝
毫的怜悯。陈若克饱受身体

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
她的孩子更被敌人当成要
挟她的资本。日本人知道陈
若克身体虚弱、无力喂养孩
子，于是便把一瓶牛奶送进
牢房，希望以此击垮她的精
神防线。陈若克没有屈服于
敌人的威逼利诱，她毅然咬
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哺育
自己幼小的孩子。

恼羞成怒的日军最终
举起了屠刀。11月26日，陈
若克母子二人惨死在侵略
者的刺刀之下。

陈若克牺牲后，一位老

乡把她们的遗体偷偷运回了
沂蒙红嫂王换于家。王换于
变卖部分家产，购置了一大
一小两口棺材，把她们隐蔽
安葬在自家地里。下葬那天，
匆匆赶来的朱瑞最后一次看
到自己的妻儿，悲痛万分。

今天，在孟良崮烈士陵
园，在沂蒙红嫂纪念馆，陈
若克的名字如雷贯耳，她的
事迹被广为传颂。松柏林
下，山风萧萧。陈若克墓的
身后，是一眼望不尽的、像
方阵列队般的无名烈士
墓…… （据新华社报道）

在守护绿水青山中诠释着检察担当
———记全国模范检察官白静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白 丹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他所在的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与代表们共商国是，总书
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特
别关心内蒙古的发展，让我
们每一位内蒙古代表团成员
都备受鼓舞。”3月18日，全国
两会闭幕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在内蒙古蒙西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内，全国人
大代表、内蒙古蒙西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化验室主任刘丽
芬，与200余名党员干部和一
线员工分享自己参加全国两
会的感悟和体会，第一时间
把全国两会精神传达到企业

员工中。
刘丽芬从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基本情况及
主要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期间内
蒙古代表团的活动情况等
几个方面进行了宣讲。

“此次全国两会清晰地
勾勒出中国改革发展的路
线图，聚焦老百姓关心的难
点热点，紧紧围绕深化改革
开放、改善人居环境、建设
美丽中国、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等热点话题，奏响了保障
改善民生的最强音。”刘丽

芬在宣讲中说，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提到“吃不穷、穿不穷，计
划不到一世穷”、“党和政府
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
百姓过好日子”、“不论我们
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
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
永远不能丢”等一系列朴实
言语，更是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人民
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
与人民一起团结奋斗的决心
和信心。作为人大代表，自己
要不忘初心，肩负起使命，

为共圆中国梦贡献力量。
整场宣讲在职工中引

起强烈共鸣。听了宣讲后，
内蒙古蒙西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运营团队党员王玲深
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听到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鼓励
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
信用贷款以及大幅度减税
降费等措施，我们欢欣鼓
舞。这将为企业减轻很大的

负担，让企业有更多的精力
和能力投入到服务客户、拓
展市场、技术产品创新等提
高竞争力方面的工作中，真
正实现企业和地方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相信有这些给
力的政策落地，我们的企业
必将走得更远更好。”

作为企业技术团队的
负责人，刘丽芬说：“我要更
加认真地学习领会全国两会

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素养，
真正把全国两会精神的贯彻
落实与自身工作结合起来，
在本职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
绩。工作之余，我要更多地学
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
律知识，时刻关心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让大家关注的难
点慢慢解决、期盼的愿景一
步步实现，就是我今后履职
努力的方向。”

实现大家的愿景是我履职的方向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陈若克：战士 母亲 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