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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琴，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们
都很想再一起去廿三湾清理垃
圾。”“大家太热心了，正好我在做
计划，我考虑进去。”……5月27日
上午，在湖 镇邵东村村民委员
会，村妇联主席邵丽琴正忙于为

“二月兰”志愿服务队接下来的活
动作计划安排。这支主要由农村
妇女组成的巾帼志愿服务队，通过
常态化开展环保志愿服务、看望孤
寡老人等活动，已成为邵东村的一
张“文明名片”。

“二月兰”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18年10月，由邵丽琴牵头组建，
其中90%以上的成员都为本村女
性。据邵丽琴介绍，邵东村常住人
口的平均年龄在50周岁以上，其
中留守妇女占比较大。组建这样
一支巾帼队伍，不仅能充分发挥

“半边天”的作用，还能调动起村内
留守妇女的生活热情，共同参与到
新农村家园建设中。而之所以取
名“二月兰”，是因为二月兰的花开
得非常小，但聚在一起却是一道风
景线，“‘二月兰’志愿服务队所服
务的内容也都是小事，但我们希望
能聚少成多，并长期坚持下去，
成为村里一道靓丽的景色。”邵
丽琴说。

“二月兰”志愿服务队的每一
位成员，都是热心肠。现年57岁
的应新方，已是服务队里的“元
老”了。虽然她在湖 镇街上经
营着一家店铺，但每当邵丽琴发
出志愿服务通知，她总是第一个
响应。“生意可以慢慢做，但志愿
服务一次也不能落下，何况多一
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她笑着

说。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邵东
村各个出入口都由抗疫志愿者守
护着，成员夏勤仙看在眼里，便想
为这些抗疫志愿者做点事。元宵
节那天，夏勤仙特意早上6点多就
跑到自家菜地里采摘蔬菜，并去
镇上购买了新鲜的猪肉，联合另
外几名成员，熬了一大锅热乎乎
的腊八粥，送到各个抗疫志愿者
的手中。“我知道她自掏腰包，便
想把钱给她，但她怎么也不肯
收。”邵丽琴感动地说，志愿服务
队的成员大多家庭条件不富裕，
但她们只要是为了村里的事，总
能出力出钱，无私奉献。

随着“二月兰”志愿服务队的
名气越来越大，让很多原本“无所
事事”的留守妇女找到了充满正
能量的生活方向。夏菊妹是一位
地道的农民，原本她在农闲时，会
招呼小姊妹一起打打牌，“每天的
生活都很重复，但又没什么别的
事情可以做。”夏菊妹说，直到她
听说村里有一支“二月兰”志愿服
务队，经常会组织开展关爱老人、
送文化节目下乡等活动，便主动

参加了。今年元宵节，她也帮助
夏勤仙制作了爱心粥，这让她觉
得很有意义：“一下子感觉生活充
实了起来，虽然做的都是些小事，
但能获得别人的肯定，就很开
心。”芝华（化名）来自邵东村的一
户特殊家庭，性格内向，平时不太
喜欢和别人交流。去年，她受到
邵丽琴的邀请，加入“二月兰”志
愿服务队后，感觉自己的人生仿
佛一下子被“点亮”。“通过参加各
种志愿服务活动，我不仅交到了
不少朋友，还感受到了自己的价
值。”芝华说。去年年底，她和成
员一起包馄饨，并将包好的馄饨
送到村内的孤寡老人家中，看到
老人吃得香喷喷的样子，她忽然发
现，原本受助于人的自己也能帮助
别人，这让她很高兴，于是她将自
己的丈夫也拉入了志愿服务队。

目前，“二月兰”志愿服务队已
由原本的几名成员，逐渐壮大到了
38人。“下阶段，我打算让成员们
去接受专业的志愿者培训，让队
伍更加规范，让服务更有质量。”
邵丽琴说。

湖 邵东村
开出志愿服务“二月兰”

□见习记者史思涵

氵父

从5月20日起，市耕乐园农
业有限公司的蓝莓陆续成熟上
市。该园共有100亩蓝莓，分早、
中、晚 10 多个品种，亩均产量
250公斤，亩均产值达3万元，采
摘时间将持续3个月左右。

图为日前，市民正在采摘、品
尝蓝莓。 （记者 蒋 瑜 摄）

地产蓝莓上市

市民王先生：近日我不慎遗失
了一张 4000 元的医疗发票，请问
拿着补办的盖有医院公章的票据
复印件，是否可以继续报销医疗
费用？

市医疗保障局：根据相关规
定，医保参保人报销医疗费用，需

携带社会保障卡、门诊病历或处方
底方、有效票据、出院记录或诊断
证明、费用明细清单等材料。若是
住院医疗发票丢失，可由本人于下
一年度6月提出申请，附加盖了医
疗机构财务专用章的发票复印件，
以及相关证明材料报医保经办机

构，并作出不重复报销医疗费用的
承诺。经办机构通过审核并排除
有第三者责任的情形后按规定给
予结报。但若为门诊诊疗，则应提
供门诊发票原件和病历原件，若门
诊发票原件丢失，将无法办理医疗
费报销。 （人 可 整理）

医疗发票遗失如何报销费用？

本报讯（见习记者徐卿尧）
不法分子冒充快递公司，以弄丢
包裹为幌子，愿意主动赔付，以此
为由将受害者引诱进骗局……近
日，家住官林镇的张先生就不慎
落入了不法分子的陷阱，损失金
额11万余元。

张先生在官林镇一家超市
工作。今年5月上旬，他接到了
自称是某快递公司工作人员的
来电，称由其公司承运的张先生
的一件包裹不慎遗失，公司愿意
进行赔付。由于张先生近期确
实在网上购买过物品，且承运公
司也与该“工作人员”所述一致，
于是便消除了思想顾虑和心理
防范。随后，“工作人员”又给张
先生提供了一微信公众号，并指
导张先生进行“快速理赔”。“我
认为微信公众号都经过官方审
核，不会出错，没想到这竟是个
骗局。”张先生说，他按照“工作
人员”的指导，在微信公众号内
根据流程填写了银行卡号、身份

证号、银行预留号码以及银行卡
密码等信息。但令张先生没想
到的是，所谓的“赔付”没有等
来，自己银行卡内的11万余元存
款却被转账一空。这时，张先生
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便立即报
了警。

目前，张先生的案件正在调
查处理中。市公安部门民警表
示，张先生遭遇的情况，是一种
典型的电信诈骗手段，需要广大
市民提高防范。民警提醒市民，
如遇到包裹破损或丢失的情况，
要及时通过购物平台或拨打快
递公司官方客服电话进行咨
询。一旦接到自称是快递公司
且主动赔付的电话，应提高警
惕。要注重保护个人身份信息，
不得向陌生人轻易透露或在不
熟悉的网络平台填写个人身份
信息，更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
接。同时，U盾、K令等动态验证
密码是银行卡的最后一道防线，
千万不要提供给他人。

包裹丢失，快递公司主动赔钱？
官林一男子被骗1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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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都检察陶都检察

民事行政检察：80830018
控告申诉检察：80830200 知识产权保护检察室：80830401 『宜兴市人民检察院』

微信公众号

舒舒畅畅：：

““小荷小荷””露锋芒露锋芒 奔跑星光下奔跑星光下
□见习记者孙铱文/摄

圆圆的近视眼镜，挡不
住灵动聪慧的目光；可爱的长
相下，掩盖不住有趣的灵魂。
与她相处过的人都知道，舒畅
人如其名。在生活中，她是
活力无限的段子少女，在岗位
上，进入市检察院还不到两
年的她已是领导信赖的“多
面手”。目前，作为第五检察
部的一名检察官助理，舒畅虽
只有 27 岁，但已逐渐崭露
头角。

“在不断反思中提升自己”

和大部分“90后”姑娘一
样，舒畅的爱好是看剧。从
小受政法剧的熏陶，舒畅考

取东南大学的法律硕士。毕
业后，她又毅然报考了宜兴
市人民检察院。本以为有专
业理论和实习经历加持，实
际工作不难胜任。但真正踏
上检察路，舒畅才知道，荣光
的背后，是艰辛，是付出。

2018年 7月，检察新人舒
畅第一次跟着前辈外出调查
公益诉讼线索。不必坐在办
公桌前，还能沿途观赏风景，
以为是件“美差”，可这一趟彻
底颠覆了她对调查的设想。
车一路开至宜南山区一山脚
下，前辈们不顾脚下一地的
污染物已溅湿裤脚，更不顾
让人窒息的化学品刺鼻气
味，二话不说就上山搞起调
查，高温下舒畅感觉自己快被
晒“化”了、熏晕了，但更多的
感受是自己“太娇弱了”。

也是那一年，公益诉讼案
作为新增检察职能，给办案人
员带来极大挑战。该类案件
涉及上百部行政法。为此，舒
畅不断更新着自己的业务知
识，学习案例、请教前辈、研究
材料。每周，部门开展的“小
课堂”教育中，最新的专业知
识、新修订的法律和相关案
例，都让舒畅获益匪浅。每次
办案中有疑问或出差错的时
候，她都默默记在心里，下班
后再写进日记，提醒自己不能
掉进同一个“坑”。

很快，在前辈的指导下，
舒畅一如“小荷”，已开始展
露“尖尖角”。2020年 2月 27
日，舒畅协助员额检察官通
过远程视频庭审系统“云开
庭”，完成了无锡首例疫情期
间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一审
宣判。因该案发生在疫情期
间，承办检察官为实现警示
教育目的，提出尽快审结的
方案。虽然没有达到舒畅预
想中的更佳处理效果，但根
据个案情况，转变办案方式，
检察官对该案的处理又让舒
畅从中学到不少。

近两年来，几乎在每个案
子中，舒畅都能见识到前辈证
据审查能力的强大，看到他们
庭审时与律师对垒的气场。

“近水楼台”的她一路汲取着
眼前的“营养液”，加速奔跑
在成为“同款”前辈的路上。

“做任何一件事，
都要做到最好”

在外人看来，舒畅的人生
就像开了“挂”一样，法硕、司
考、公考都一次过。“司考之前
买了一本80多块钱的考题集，
突击两个月就过了。”轻描淡写
的背后，是两个多月每天5点到
23点不间断的学习。

舒畅对事情认真到“较
真儿”的这股劲，源于导师
的口头禅：“做任何一件事，

都要做到最好。”从学校到
市检察院，她一直将这句话
和“止于至善”的母校校训
作为人生准则身体力行，任
何事情都做到自己能力范围
内的最好。

2019 年 3 月，一起通过
微信平台销售有毒有害减肥
胶囊的刑事案件交到舒畅手
中，这是属于她的“今生第一
次”。案情并不复杂，2019年
1月 3日，仲某某服下从王某
某处购买的减肥胶囊后死
亡，后经上海法医鉴定，死亡
原因是服下的药物中含有国
家明令禁止的西布曲明。按
理结果明确，证据充足，但案
件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讯问中，王某某及其供货上
家均声称对胶囊中含有西布
曲明之事一无所知。而法医
鉴定后，也明确受害者本身
存在身体缺陷，给该案落下
一个很大的争议点。

面对该案的难点，舒畅
细细梳理，逐个解决，埋首案
卷筛选王某某等人的聊天记
录，找出他们已知减肥胶囊
有毒有害却继续销售的证
据；一个个找，一个个剥，整
理出准确的销售金额、销售
量；根据受害者病例，再补充
案件所需材料……第一次，
亲自经手一件完整的致人死
亡的刑事案件，同时完善提
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证
据 。 直 到 2019 年 10 月 25

日，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对王某某
等人提起公诉，舒畅才体会到
前辈口中的“没有一个案子不
麻烦”，直观感受到自己实战
能力上的薄弱点。在随后的

“刑事+公益诉讼”齐头并进
的办案路上，她时刻牢记前
辈对自己的指点，记住案子
中碰到的每一个“坑”，将每
件事情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
的最好。如今，入院不到两
年的她已得到科室前辈的认
可，俨然成为领导眼中值得
信赖的“后浪”。

“她是又柔又刚的‘多面手’”

看到舒畅抱着几本书走
出办公室，同事们就知道，她
又去院里的阳羡书屋借书
了。2018年5月，市检察院的
阳羡书屋开放运行，大量的藏
书吸引众多检察干警前往借
阅，舒畅也是其中之一。

喜欢看书，坚持阅读。去
年7月，舒畅加入市检察院的
青年干警读书小组，先后在阳
羡书屋借过丹宁勋爵的《法
律的训诫》、朱生豪翻译的
《莎士比亚全集》，看过严歌
苓的小说，但大部分时间舒
畅更喜欢自己去书店买书。
虽然工作后，自由支配的时
间少了很多，但舒畅始终保
持着学生时代的习惯，每天
看点书写点东西。这些常人
难以坚持下来的习惯，她持

续了十几年。在她看来，坚
持就是一场意志坚定又不动
声色的暗线角逐。

撰写宣传信息、调研报告
等各类稿件 50 余篇，多次被
上级条线及《检察日报》等媒
体录用，撰写的情况报告也
多次被市委市政府领导和上
级院领导批示……长期积累
的文字功底，让舒畅在科室
的综合文字工作中更加得心
应手。去年，市检察院决定
创作一首原创歌曲，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制作一个MV。没多久，舒畅
就接到了编写歌词的特殊任
务。“她是又柔又刚的‘多面
手’。”对舒畅，该院第五检察
部的同事都不吝赞美之词。
事实上，舒畅也没有辜负大
家的期望。结合宜兴特色，
融入检察元素，经过几个静
谧夜晚的深思熟虑，歌词改
了又改，舒畅终于定稿。最
终，这个 MV 获省检察院官
微转载并登上了“学习强国”
平台。

最近，舒畅正在准备公益
诉讼题材的小说，每天下班后
码段字，将自己的经验写进书
中。长年累月的阅读、写作，把
舒畅的文化“基因”刻进了骨子
里。“检察蓝闪着星光，坚守着
宣誓时的担当。”正如歌词中所
写，在这条漫漫检察路上，舒畅
的步伐愈发坚定，一步步朝着
星光奔跑。

舒畅，宜兴市人民检

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助

理，调研核心小组成员、新

媒体工作室核心成员、青

年干警读书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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