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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检察院机关大

院����������������������

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找姚

红”。她被大家称为“��

��活辞典”。

2017 年 6 月� 我 国 以

立法形式正式确立了检察机

关�起����制�。姚红�。姚红

担任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小组组长。至今�她主

持和指导����案件近万

件�其中有不少大案、要案。

2018 年 6 月�“洞庭湖下

塞湖矮围”一事被曝光�最

高人民检察院将案件线索挂

牌督办交湖南省检察机关办

理�姚红�在小组�����在小组��������

案����的指挥协调指导

办案。

案情重大�仅审阅案卷

就 多 达 33 卷、6600 多 页。

专案组调取了�法�为人��法�为人��

法修建矮围、自然保护区湿

地被破坏�以及相关�政机

关�法作为、不依法履�监

管职�等事实的相关证据材

料。同时�将案件初核阶段

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

务犯罪、骗取国家资金的线

索及时移送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察机关。

��法�为人�����法�为人��������

利�的�为�检察机关最终

�起了索赔金额 3000 多万

元的民事��� ��“�起�起

����不仅是为了震慑在在

洞庭湖非法采砂、电捕鱼等等

非法捕捞�为������������

传环境保护�也是�黑恶势

力‘ 打 财 断血’。” 姚 红说�

该案民事����不久后将

开庭。

除了生态环境����������

品药品安�同样是��利�

的重要���姚红��的检���姚红��的检�姚红��的检

察机关����团队就曾办

理过一则涉及保健品的��

��。

在湖南���有一家健湖南���有一家健��有一家健

康生活馆专门针�老年人“洗

脑式营销”�以健康�传为

名��听课的老年人传��传����

频和文件�边上课边销售各

种名目的“保健�品”。

“他们很警惕�你要进去

听课�他们还�套话�看你

是不是有别的目的。”姚红说�

检察院虽然接�了举报��

是没有任何证据。姚红和团姚红和团

队小伙伴们一道�不辞辛苦

深入群众调查取证�最终形

成虚假�传的证据链。

“它们利用老年人治病的

迫切心理�虚假�传‘紫桑

多酶’能治各种慢性病�把

进价每盒��元的�品����元的�品��元的�品��

每盒��元。” 姚红说。��元。” 姚红说。元。” 姚红说。

随后�检察机关�该�该��

相关�政主管�门以�政�主管�门以�政��门以�政�

���立案�并发出了检察

建议。不�该健康生活馆�该健康生活馆�健康生活馆�

业整顿�相关�门还在�����

开展了包括保健�品、家用

医疗器械和功能�品销售�

法�为的专项整治�动。

“很多子女都�这种保

健品虚假�传深恶痛绝��

投�无门�偏偏老人深信不

疑� 一 辈 子 的

钱 可 能 都 砸

进 去了。” 姚

红说�此次�

� � � 是 整

治保健品乱象

的开局�而不是

结束。

专访“CCTV2019 年度法治人物”候选人姚红

“听妈妈的话”����“�������”����“�������”��“�������”“�������”

如今一心�在 检察工一心�在 检察工

作中的姚红�最先学的是电

汽自动化�后来边工作边自

考�选的也是英语专业�直

�考上�日制研究生后�才

正式与法律结缘。

“ 选 择 当 检 察 官� 最 重 要

的原因是受我妈妈的影响。”谈

起半路“学法”的经历�姚红

如是说。她的妈妈是一名老党

员�曾担任过村妇女主任等村

干��在乡�是出了名的办事

�道�一身正气�刚直不阿�

只要是姚红妈妈去调解的邻

� 纠 纷� 乡 亲 们 都 很 信 服。

小时候�姚红听�最多的话

就是：“你妈妈做人�正正派、

办事�道”。

今年姚红妈妈病重之时�

村�好多人来看望她�一位老

��� ��姚红是 一把好 手；

妇女儿童维权�则是她心之��。

2017 年底����化名�一家人���化名�一家人�化名�一家人

来�湖南省检察院��姚红送来了

锦旗�上书“秉�执法 �道人心”。

“姚检察官的抗�书在我们村�

传遍啦�村�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和

出嫁女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从城市回

�村��失去土地、失去农民身份

了。”��的���动地说。��的���动地说。�动地说。

原 来�早�年����在的村���在的村�在的村

有�分土地被征收�村�在�该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征地补偿款

时�按人田各半原则分配�人均分

得 9845.50 元�其中�有田土在 娘

家的出嫁女仅分配田土�分补偿款

4922.70 元。已出嫁的��不服����不服��不服��

法院�起��。经历过两审败�后�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复查监督。

姚 红成 为�� 该 案的检察官。

在审查了案件材料之后�她发现�

此前法院判定的��不�有集体经��不�有集体经不�有集体经�有集体经有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适用法律错误。

��长�在深�打工�上��长�在深�打工�上��

90 年代�其父曾为她购买了非农业

家庭户口�后来���将这�户口����将这�户口��将这�户口�

至深�。法院据此认为���不���不�不�

备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者��：��者

她被喻为“公益诉讼活辞典”，带领团队办理了“洞庭湖下塞湖非法矮围案”等多个全国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
她是“全国妇女儿童维权先进个人”，帮助农村出嫁女拿到应有承包地征收补偿的案例，被全国妇联选为“维护妇
女儿童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近日，正如火如荼进行的“CCTV2019 年度法治人物”评选中，她是唯一来自湖南的候选人——检察官姚红，
目前任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

11 月 26 日，姚红在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时坦言，“是一贯坚持公平公正的母亲带我走到了今天”。

“公益诉讼？找姚红” 4922.7 元背后，是无数农村“出嫁女”

为此�姚红专门跑��安��

门核实�得���的非农业户口�得���的非农业户口��的非农业户口的非农业户口

已经注销。“早在上�� 80 年代�

国家已明���非农业户口不能明���非农业户口不能非农业户口不能

买��她的非农户口是非法的、

无效的。”

随后�她�从有关�门得��有关�门得��得��

国务院明确规定�现阶段不得以

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

用权、集体收�分配权作为农民

进城落户的条件。也就是说�进

城务工的农民工依然有权利享受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

合法财�权利。

“虽然案件标的只有 4922.7

元��是这关系�现在农村最

受关注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认

定和出嫁女合法权�保护问题�

� 很多地方都起�示范作用。”

姚红说。在查清事实、充分查询

相关法律法规后�省检察院依

法�出抗��并促成改判。

改判的消息在��的村����的村��的村��

起轰动。“看了检察官的抗�书

之后才�道�不管是出嫁女还

是进城农民�都和其他集体组

织成员有同等权利。”���姚���姚�姚

红说。

该案今年被�国妇��为今年被�国妇��为被�国妇��为

“维护妇女儿童权��大典型案

例”。

“当妇女主任的妈妈教会我公平公正”

奶奶更是一直伏在床边哭�边哭

边�姚红说 ：“你妈妈是�好人�

从来不嫌我穷�总想着帮我。”

姚红妈妈于今年 5 月因病去

���在临终前一天仍不忘嘱咐

姚红工作中要无私无畏、敢作敢

当�要关心群众、体谅弱势。

“妈妈�我们子女是这样说

的�自己一辈子也是这样子做

的。”姚红��地说道�“我最。”姚红��地说道�“我最”姚红��地说道�“我最

喜欢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困

难����你�它就弱�你弱����你�它就弱�你弱���你�它就弱�你弱

它就�。现在这句话成了我的这句话成了我的成了我的

座右铭�时时�励我：身在检我：身在检：身在检

察 情 在 民� 案 在 手 头 法 在 心�

惠及群众之事力 �而不放手�

护佑�正之路前�而不�步。” 

受母亲的影响�姚红在办理

每一�案子时�都�为双方当事

人仔细考虑。

“�于普通老�姓来说�可

能一辈子就打一�官司�如果办

得有失�允�可能�让他们永远

�司法失望��人生绝望。”姚

红坚定地说。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教育

方法。”姚红说�“妈妈的言�深

深地影响了我�我也在用妈妈的

方法时时�励着我的孩子。”

她�工作认真��的态�感

染�了孩子�她的孩子品�好、她的孩子品�好、的孩子品�好、

学习好�还特别喜欢数学。

“学习�在坚持。”姚红说�学习�在坚持。”姚红说��在坚持。”姚红说�

她告诫孩子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人生尽在坚持中。要自信满满、

永不放弃�自�不息、永不放任�

自律坚守、永不放纵。”

姚红说 ：“妈妈�是人一生中妈妈�是人一生中中

最好的老师。”

扫一扫， 
为女检察官点赞

姚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