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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一个负责审查起诉，一个查办职务犯罪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供图：受访者

俗话说，“上阵父子兵”，而在郴州市却有一对反腐“夫妻兵”——市人民检察院员
额检察官黄玲娟和桂阳县监察委干部刘振华。夫妻二人一个负责审查起诉，一个查办职
务犯罪，共同奋斗在反腐斗争的第一线。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他们都是令人羡
慕的幸福之家。今年，黄玲娟刘振华家庭被评为湖南省“最美家庭”。

“我高中的时候看了港剧

《一号法庭》，觉得他们的检控

官 特 别 厉 害， 当 时 就 有 了 学

法律的想法。”10 月 29 日，黄

玲娟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后来，黄玲娟在吉首大学学习

法律，又考上了中山大学的研

究生。“能用自己的力量，为老

百姓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是我心之所向，所以在

选择职业方向时，我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控告申诉方向，检察

院肯定是我的首选。”

2010 年，黄玲娟跟随丈夫

刘振华来到郴州，夫妻二人双

双 进入检察系统 工作。后来，

黄玲娟成为郴州市人民检察院

员额检察官，刘振华则入职桂

阳县纪委监委。虽然聚少离多，

但夫妻二人一同奋斗在反腐办

案第一线。

“女性做这个行业是存在优

势的。”黄玲娟告诉记者，女性

的语言表达能力普遍更强，说

话更注重逻辑。“因为效率问题，

我们在法庭上不能太啰嗦，而

要言简意赅讲重点。”第二个优

势是女性更为小心谨慎，“从受

理案件到最终出庭庭审的每个

环节，都得按照法律规定一步

步来，在法庭上、在和律师进

行交流讨论的时候都要谨慎”。

有重大案件时，对家庭的

照顾自然就少了。黄玲娟仍然

记得， 在 2016 年 办理 益阳市

原市委书记马勇的案子时，整

个团队特别辛苦。“我们收到了

100 本 卷宗，不分昼夜地审查

卷宗，整整花了 29 天。” 期间，

黄玲娟只回家拿过换洗衣物。

“回去时，我儿子都睡着了。”

近年来，黄玲娟参与办理

了 1 个 省部级干 部、4 个厅级

干部、2 个处级干部职务犯罪

的审查起诉工作。其中，两个

案件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年度

十大优案，两个案件被评为全

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优案、优

秀公诉庭。

忙碌的公诉工作之外，黄

玲娟还兼任市检察院青工委副

主任、妇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刘振华在转隶之前，一直

在 检 察 机关职务犯罪侦 查一

线，先后参加了衡阳贿选案等

大要案件。因办案 业绩突出，

刘振华两次被省检察院嘉奖，

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

秀党员”。

自 2014 年以来，黄玲娟多

次代表郴州参加全省、全市多

项业务竞赛，斩获多项荣誉。

刘振华在业务竞赛上也毫不落

后，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侦查员”

“全省反渎侦查业务标兵”。

力排众议，她是村里移风易俗带头人
“我婆婆在世时，我没有怠慢过她。”

10 月 29 日，王菊英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即使过去一年多，回忆起婆婆的葬
礼时，邻居的非议和谴责仿佛还在耳边，
但她对老人丧事简办的决定依旧不后悔。

王菊英是常德市桃源县木塘垸镇金山
村人，也是该村妇联主席。2018 年，木
塘垸镇开展移风易俗行动以来，身为党员
的王菊英以身作则，征得丈夫鄢敏华和儿
子鄢文亚的同意后，将婆婆的葬礼简单举
办，给村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2019 年，王菊英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
家庭”。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供图：受访者

“就是一晚上的时间，我婆

婆的身体情况就变差了。”王菊

英回忆，四年前，她的婆婆因

为白内障导致右眼残疾，只有

左眼能看见，加上年纪大，生

活不能自理，平日里都待在房间

不出来，要靠自己和儿子鄢敏华

来照顾。

2018 年 4 月的 一天， 王 菊

英照常给婆婆送去晚饭，帮老

人整理了一下房间后就出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当王菊

英再次看到老人时，老人已全

身浮肿，并且丧失了语言能力。

怕移动老人会让病情加重，

王菊英立即叫来了医生，“医生

诊断后，就说让我好好照顾老

人”。听懂了医生的“潜台词”，

王菊英开始更加精心地看护婆

婆。

为了照顾家里，王菊英之前

在邻居家租了间屋子，经营了一

个小店。自从婆婆病情加重后，

王菊英除了为老人送饭，还悉

心给老人喂饭。过来探望的邻

居都建议王菊英戴上口罩，可

是王菊英拒绝了。

不仅如此，王菊英还坚持

每天给婆婆按摩、擦身子、换

上干净的衣服，“想着她能够好

过一点”。

一个月后，王菊英的婆婆去

世了，享年 83 岁。

就在婆婆 去世前的一 个星

期，王菊英参加了一个关于移风

易俗的会议。为起到带头作用，

她决定简单操办婆婆的丧事。

王菊英的婆婆去世时已 83

岁，在农村里大多会大操大办，

但王菊英一切从俭，没有燃放鞭

炮，也没有租音响播放哀乐，更

没有搭建道场，请专人为婆婆念

经祈福，只是用了一个喇叭播放

电子鞭炮，“到了晚上七点就关

了”，一家人陪在婆婆的灵柩边，

回忆着老人家生前的点点滴滴。

到了婆婆出殡的那一天，王

菊英也只为前来吊唁的亲属准备

了价值不超过 200 元 / 桌的饭菜。

这样一场在旁人看来“寒酸”

的葬礼为王菊英招来了非议，不

仅有人当面指责她不孝顺，更有

人发来短信，斥责她“没有良心”。

“我的丈夫和儿子都支持我。”面

对这一切，王菊英依旧坚持自己

的安排。

“婆婆在世期间，我没有怠

慢过她。”王菊英说，他们一家

三口都在尽心尽力照顾老人，尽

力满足老人的愿望，“我婆婆的

晚年是幸福的”，“磕头跪拜都是

演给别人看的，生前对老人好才

是真的好”。

随着移风易俗活动的开展，

王菊英的行为在全村起到了很

好的表率作用。在她的引导下，

村里甚至组成了一支巾帼志愿小

分队，发放手册，走进每家每户

宣传移风易俗。“现在，村子里

很多人办筵席都是 一切从俭。”

王菊英告诉记者。

除了移风易俗，王菊英还在

很多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

则。2017 年，木 塘垸 镇 组织防

汛抢险，王菊英立马报名参加，

成为抢险队里唯一的女性。王菊

英也多次被评为“五星共产党员”

“优秀共产党员”。

对于王菊英的忙碌，鄢敏华

和儿子鄢文亚没有任何不满，反

而尽可能打理好家中的事情，减

轻王菊英的压力。

2019 年，王菊英家庭被评为

“全国最美家庭”。

丧事简办，带头移风易俗

婆婆患病，她悉心照顾

王菊英与家人一起在家门口合影。

刘振华和黄玲娟夫妇

一个查办职务犯罪，经

常出差在外办专案；一个

负责审查起诉，经常提前

介入指导专案组收集固定

证据。夫妻俩常在接力

办案中以专案组成员的身

份短暂“团聚”。

刘振华和黄玲娟是

大学同学，又曾长时间

在一个系统里工作，非常有共同

语言。夫妻二人在工作中都能互

相给予对方意见和建议。

虽然工作忙，夫妻俩仍旧有

着“小浪漫”。结婚纪念日、生日、

情人节等节日，刘振华都不忘给

妻子送上一束花和礼物。黄玲娟

笑言：“我们都这么忙，有时很

难去照顾到对方，不做点事情来

表达一下，怎么维系感情呢？”

黄玲娟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她和丈夫有不成 文的默

契 ：“至少要留一个人在家。”所

以，当黄玲娟有重大案件的办理

任务，刘振华尽量不出差，如果

刘振华的任务比较艰巨，那黄玲

娟会尽量“留守大本营”。“如果

真的避免不了两个人同时出差办

案，那就只好把妈妈或者婆婆

请过来帮忙了。”

黄玲娟的儿子今年 7 岁，上

小学一年级了。“他渐渐懂得了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也习

惯了这样的家庭模式，以前看到

我们离开家还会哭闹，现在已经

不会了。”

在儿子的教育方面，夫妻俩

也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 ：“告诉

他守规则、讲信用很重要。相应的，

对孩子的承诺我们也会做到。”

因正义感而“入行”

再忙也有“小浪漫”

琴瑟和鸣，郴州有对“反腐夫妻”

黄玲娟一家三口。

扫一扫，
为反腐夫妻
点赞

扫一扫，
为移风易俗
带头人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