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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宋崇 通讯员 顾承骁

2001年，顾燕青以大学非法学专业毕业生

的身份走上工作岗位，谁也没想到，8年后她会

成为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最年轻的主诉检察

官；2013 年，她被调到控申科，虽然是“半路出

家”，却通过努力在国家级、市级业务竞赛中屡

屡获奖。从检 20 年，顾燕青创造了太多“没想

到”。而在她看来，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不外乎

日复一日兢兢业业地做，年复一年孜孜不倦地

学，以及心中始终坚持的一句“知不足，然后能

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

正视短板 迎难而上
二十年来，顾燕青先后历经侦监、监狱检

察、公诉、控申四个部门。刚走上工作岗位时，

面对非专业的身份劣势，顾燕青正视短板迎难

而上，刻苦钻研法律知识，在日常办案中多听多

问，注重经验积累。这些好的学习、工作习惯，

让她在刑检部门迅速成长为办案主力。

进入公诉部门后，顾燕青始终带着这种积

极求学、力补短板的心态努力工作，每年的办案

量保持在100件以上。努力终有回报，数年来顾

燕青所提起公诉的案件均得到有罪判决，且未发

生被告人上诉，案件被二审法院改判的情况。

2009年，顾燕青从一名普通的承办人，被任

命为公诉科主诉检察官。她仍然像入职时一样，

迅速调整心态，进入新角色。顾燕青带领组员出

色地办理了多起新类型案件。2011年，在办理全

区首例伪信用卡诈骗案时，她和组员们仔细研

判，分别以信用卡诈骗罪、伪造金融票证罪以及

非法经营罪对其中5人提起公诉，对犯罪情节轻

微的一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做到了定性及法律适

用精准。知短板而后补，知困境迅速调整以自

强，终成就了这名年轻而优秀的主诉检察官。

心系群众 温情帮扶
2013年 12月，顾燕青被调至控申科任副科

长。控申部门是一个直接面向群众，又有着自

身办案特点的部门，业务种类庞杂。在工作中，

顾燕青充分了解群众的难处和诉求，从群众的

角度思考并落实解决办法。在刑事申诉办案过

程中，她了解到申诉人对事件进展十分关注，于

是运用公开审查的方式，如邀请人民监督员、政

协委员作为听证员等，加强检察机关办案的透

明度，保障申诉人的知情权。

在司法救助案件的办理中，顾燕青既注重

法律的严谨，又不失温情关爱。2015年，松江检

察院首次遇到一名未成年人独自前来申请司法

救助。顾燕青了解到，该未成年人的父亲因被

害致重伤尚在医院治疗，母亲又刚生二胎。考

虑到他独自怀揣救助款来回奔波不安全，顾燕

青决定由自己将一笔两万元的救助款送到该未

成年人和其母亲的暂住地，这次雪中送炭让这

一家人深受感动。近几年来，松江检察院控申

科先后荣获集体三等功、松江区巾帼文明岗、松

江区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多项荣誉，还多次收

到群众赠送的锦旗。

深夜苦读 竞赛获奖
顾燕青的丈夫是一名公安民警，日常加班

及出差非常频繁，因此照顾家庭的担子就落到

了顾燕青肩上。即便如此，她仍然挤出时间强

化和巩固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在一个个深夜

的苦读中，顾燕青完成了复旦大学三年的学习，

取得了法律硕士学位；她翻阅专业书籍“重走司

考路”，为参加各类业务竞赛做准备，并多次取

得佳绩。

2017年，顾燕青参加了全国检察机关刑事

申诉业务竞赛。相较于其他选手，顾燕青年龄

偏大，面对三场环节多、“战”程长、难度高的比

赛，她不仅要面对脑力上的挑战，还要承受体

力上的考验。经过层层激烈角逐，顾燕青最终

获得“标兵提名奖”，这是上海控申条线在该赛

事中获得过的最好成绩。而在顾燕青看来，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松江检察院这个大集体的培

养。荣誉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鞭策。“面对未

来，我将不断学习，不断精进，迎接更大的挑

战，力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和正义，从而践行自己作为检察官的光

荣使命。”

从法学“门外汉”到控申能手
——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顾燕青

安全卫士

□记者 周雨余 通讯员 张树腾

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价

值 5 万多元的项链，经养生馆工作人员一摘就

“缩”成了3000元，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王女士是一名按摩理疗爱好者，办理

了某养生馆的会员卡，隔三差五要去放松一

下。这天，王女士选择了精油艾灸。在艾灸过

程中，技师小赵表示，艾灸使用的精油可能会影

响王女士脖子上的项链的美观，最好摘下来。

经王女士同意后，小赵把项链搁置于床边的桌

子上。

不一会儿，王女士还没做完艾灸，小赵临时

有事，换成另一名技师小张继续为她服务。结

束后，小张按惯例提醒王女士带好个人物品，并

与她一同找回随手放在房间内的车钥匙，之后

王女士便离开养生馆。

4天后的早上，王女士照镜子时才突然发现

钻石项链不见了，经回忆确定是放在养生馆里

忘记拿了。她就到养生馆里找，遗憾的是上下

翻遍也未见踪影。

技师小赵记得帮王女士摘过项链，但就放

在旁边小桌上，且中途出门时并未拿走。小张

则表示，王女士离开时已经提醒过她带好随身

物品，当时王女士并未说起过项链之事。王女

士离开后，也从未听谁提起看到过项链。王女

士惊怒之下，将养生馆告上法庭，要求赔偿项链

损失4.7万元。

王女士表示：根据监控录像显示，她进入养

生馆时佩戴了项链，离开时脖子上空无一物，这

足以证明项链是丢在养生馆里。自己到养生馆

里按摩，已与养生馆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养生

馆未能妥善保管项链，造成她的经济损失，养生

馆应予赔偿。据悉，王女士的钻石项链购买时

价值超过 5 万元，但因钻石是通过朋友在国外

购买后请人镶在白金项链中的，故无法提供发

票。钻石成色上佳，现已升值，她认为要求赔偿

4.7万元实属合理。

养生馆则认为：养生馆前台及房间内均已

张贴告示，告知顾客应自行保管好贵重物品，丢

失店方概不负责。技师在服务结束时也提醒了

王女士随身带走物品，尽到提醒义务。王女士

是否已将项链带走，她主张丢失的项链是否就

是来店时佩戴的项链，以及是否价值4.7万元均

存疑，故不同意赔偿。但考虑到王女士是养生

馆的会员同意补偿她3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女士至养生馆接

受艾灸服务，双方依约形成服务合同关系。

项链摘下经过王女士同意，就在手边桌上，并

未实际脱离王女士的控制，且当时其未明确

要求养生馆技师保管，故结合服务合同性质

及涉案事实，可认定双方并未形成保管合同

关系。

虽然监控显示王女士来时有项链、走时未

佩戴，但项链本身体积较小，不能断定丢在养生

馆，王女士在离开第四天才发现项链遗失，亦不

排除项链丢在他处的可能性。且王女士提交的

证据亦不能直接证明她所陈述的项链价值。故

最终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请。由养生馆自愿

补偿王女士3000元。

一审判决后，王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

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5万多元的项链不见了，为什么养生馆就不

负保管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八百八十八条规定：保管合同是

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

的合同。寄存人到保管人处从事购物、就餐、住

宿等活动，将物品存放在指定场所的，视为保

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

除外。第八百九十八条规定：寄存人寄存货币、

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应当向保管人

声明，由保管人验收或者封存；寄存人未声明

的，该物品毁损、灭失后，保管人可以按照一般

物品予以赔偿。

本案中，王女士主张赔偿未能获得法院支

持，主要在双方仅建立服务合同关系，而并未就

项链形成保管合同关系。保管合同作为一种实

践合同，民法典第八百八十八条对其进行了明

确定义，在保留原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内容

的基础上，增加了第 2款，对于推定成立保管合

同的情形进一步明确：寄存人需在保管人处从

事购物、就餐、住宿等活动，将物品存放在指定

场所。比如，王女士如果将价值不菲的钻石项

链寄存在养生馆的储物柜中，也应当向养生馆

声明，由养生馆进行验收或封存。

法官提醒：作为经营者，尤其是购物、餐饮、

住宿等服务行业经营者，指定场所供消费者存

放物品时，双方依法形成保管合同关系。对于

因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损毁、灭失的，应承担赔

偿责任。

作为消费者，应妥善保存随身携带的贵重

物品，如存放至商家指定的场所，应事先特别说

明贵重物品的价值。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天蔚）“十一”长假期

间，在九里亭派出所及区救助站的帮助下，一流

浪男子顺利返乡。

10 月 3 日晚上，一名身形瘦削的男子走

进九里亭派出所。该男子自称林某，来自广

西，因与父亲发生口角，今年 8 月只身一人来

到江苏省昆山市，靠打零工为生。他在公园

里过夜时随身衣物和手机被盗，身无分文只

能四处游荡，徒步一天一夜后竟然走到了松

江区九里亭街道。已经两天没有吃饭的林

某走投无路，最终决定向九里亭派出所寻求

帮助。

“给你父亲打个电话吧。身份证号有吗？”

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值班民警询问了林某的信

息，第一时间联系他的父亲及家人，却未成功。

了解到他已经两天未进食，民警立刻给他送来

了餐食，并收留他在大厅睡了一夜。第二天，民

警再次尝试联系林某的家人，可惜还是没能成

功。在外漂泊了两个多月的林某，终于流露出

了真实情感，说自己很担心父亲，想回家了。值

班民警立即帮他联系了区救助管理站，还自掏

腰包带他做了核酸检测，并把他安全送至救助

站。在救助站与他告别前，民警再三嘱咐他回

家好好孝顺父亲，在老家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

地干。

10月8日，民警从区救助管理站得知，林某

已经安全返回家中。

消费者价值5万多元的项链在养生馆里不见了，为何养生馆不担责——

只因双方未形成保管合同关系

流浪男子求助 松江民警援手暖心时刻

以案释法

□记者 周雨余
通讯员 潘颖

正要开门上车，突然有

人用“枪”抵着自己并被要挟

给钱，这样的惊险场面不是

拍戏，而是前不久发生在秦

女士身上的事。遭抢劫后，

秦 女 士 前 往 派 出 所 报 案 。

当天下午，民警就将嫌疑人

江某抓获。区人民检察院

近日以涉嫌抢劫罪对江某

批准逮捕。

今年 8 月底，秦女士在

一小区地下停车场准备开

车离去，正当她准备拉开车

门 时 ，一 陌 生 男 子 突 然 蹿

出。秦女士当即感到腰间

仿佛被一把“手枪”抵住，同

时，她的脖子也被该男子用

手掐住。动弹不得的秦女

士被强行塞进车内，该男子

随后跟进车厢并对秦女士

说：“抢钱，要点饭钱。”此

时，秦女士因惊吓过度而腿

部抽筋，表示要休息一下再

拿钱。而待秦女士腿部不

适缓解后，该男子又胁迫秦

女士将车驶出停车场，按照

他指示的路线行驶至一荒

凉路段后停车。

在男子的威逼下，秦女

士从口袋里翻出身上仅有

的 100 余元现金，但该男子

觉得这样的数额很没有“诚

意”，继续胁迫秦女士想办

法再找点钱给自己。无奈

之下，秦女士通过手机向朋

友借款 500 元转给该男子，

该男子在拿到钱后下车仓

皇逃离。

事后，受惊吓的秦女士

开车来到公司，起先因担心

被上门报复而不敢报案，后

在上司的安抚与陪同下前往

派出所报警。就在当日下

午，民警经过侦查，将嫌疑人

江某抓获。

到案后，江某对自己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江

某 供 述 ，他 因 所 租 房 子 到

期、没有收入来源且背负着

几万元网贷，所以动了抢钱

的念头。案发十几天前，他

购 买 了 一 把 塑 料 玩 具 手

枪。其后十几天，江某一直

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地下停

车场踩点寻找目标，因认为

女性力气较小，所以目标主

要是女车主。案发当日，自

觉走投无路的江某想着抢

一笔钱后逃回老家，对秦女

士实施抢劫行为后，用抢来

的钱坐公交回到住所，直至

被警方抓获。

后经审查，江某以暴力、

胁迫方法抢劫他人财物，具

有社会危险性。上个月，区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对

江某批准逮捕。

检察官说法：生活困窘

不是违法的理由，消沉一时

可以理解，但应尽快振作，

勤劳致富才是正途。同时

也提醒市民：荒凉夜路、偏

僻公园及人员稀少的停车

场是抢劫案件的高发地点，

应尽量避免独自在偏僻地

带长时间逗留；上下车时也

要注意车辆周边是否有可

疑人员；上车后及时关好门

窗，防止他人上车抢劫。一

旦遭遇抢劫，要以保护自身

生命安全为原则冷静处理，

尽量记住不法分子的相貌、

衣着特征、逃跑方向等，在

确认安全后立即报警，及时

挽回损失。

本报讯（记者 周雨余

通讯员 潘颖） 抢劫他人，竟

然只是为了自己之前输掉的

赌资？这一荒唐举动最终受

到了法律的制裁。

一年前，杨某赌博输掉 4
万余元，赢走他赌资的小贝

（化名）却销声匿迹。一年

间，杨某一直在寻找小贝想

挽回损失，得知小贝的音讯

后，他极端地选择了持剪刀

抢劫，次日，逃离现场的杨某

被警方抓获。近日，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对杨某

批准逮捕。

今年8月，小贝骑着电瓶

车在一条马路上行驶，突然

从路边冲出一个戴着口罩和

帽子的黑衣男子，小贝辨认

不出他的样貌，但对方却直

接质问是否认识他，小贝见

对方来势汹汹、情绪激动，扔

下车子准备逃跑，对方直接

给了小贝一拳。小贝挣裂衣

服后试图逃走，在追逐过程

中被对方用剪刀刺伤肩膀，

手机和戴着的金戒指也被对

方抢走。

巡逻的民警发现了小

贝，便带他到派出所报警。

次日，刺伤小贝的嫌疑人杨

某被抓获归案。据杨某供

述，去年 4 月，他在一家劳

务所找工作时看到小贝和

几个人在旁边打牌，一时手

痒加入其中，由此结识了小

贝。在之后的一个月内，杨

某与小贝等人共打了七八

次牌，却次次都输，共计输

了 4 万余元，这让他觉得有

些蹊跷。最后一次打牌时，

杨某留意观察，发现小贝等

人打牌时一直盯着牌，仿佛

戴着可以透视的隐形眼镜，

再加上每次打牌时使用的

都 是 小 贝 自 己 携 带 的 牌 ，

这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他

当场质问小贝等人是否戴

了 眼 镜 ，小 贝 等 人 却 并 不

作 答 ，直 接 拿 起 桌 上 的 钱

逃跑了。

之后，小贝等人销声匿

迹，杨某因要去宝山工作，便

拜托朋友帮忙留意小贝的动

向。今年7月，杨某从朋友处

得知小贝回来了，便回到松

江，在小贝经常出没的地区

附近租了一个日租房，方便

寻找小贝下落。

8 月初，杨某在路上发

现小贝，便立刻上前要钱，

用随身携带的剪刀刺伤小

贝后，抢走了对方的戒指和

手机，逃离现场直至次日被

警方抓获。经审查，杨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

胁迫劫取他人财物，具有社

会危险性。上个月，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对杨

某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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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输钱怀恨在心
暴力抢劫触犯刑法

顾燕青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