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0后后

“ ”冉隆柏
男，土家族，1949 年

12月生，1968年1月参
加工作，1971 年 6 月入
党。1978年转业地方后，先后担任石柱县
人民检察院法纪科长、办公室主任，石柱县
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县委政策研究室主
任，西沱区委书记，石柱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常务副县长，石柱县委副书记，西沱经
开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县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县委副巡视员。2010年3月退休
后担任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王波
女，1974年7月生，1996年

12 月在忠县人民检察院
参加工作，2002 年 6 月入
党。2003年6月任忠县人
民检察院公诉科主诉检察官，2008年3月
任侦查监督科副科长主持工作，2010 年 3
月任侦查监督科科长，2013年11月任职务
犯罪预防局教导员，2016年11月任公诉科
一级员额检察官，2018年6月任忠县人民
检察院政治部主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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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70后、80后、90后和00后的年轻党员们，遇上“70后”
“80后”“90后”和“00后”的老党员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
花？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一百年

来，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筚路蓝缕、
艰苦奋斗。

连日来，重庆日报与市委老干局邀请年轻党员与老党员，
开展了一场有关建党精神的对话，以伟大建党精神滋养心灵激
发动力，鼓舞全市广大党员传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走好新的赶考路。

开
栏
语

对话“建党精神”系列报道①
重庆日报 市委老干局 联合推出

重庆市新闻道德监督电话：023—88131118，023—88061118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职业道德（打击新闻敲诈、假新闻）监督电话 63907049 63910681 63907189 采编质量 63907205 印刷质量 62805041 发行投诉 63735555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责编 陈龙华
美编 丁 龙

2
2021年7月 19日 星期一

当70后检察官遇上“70后”检察官

心中装着人民 做好案件“把关人”

“如果说80后、90后党员们普遍思路开阔、创新
能力强，那我们这一代党员的群像特征，更多是踏实
勤奋，有一种奉献精神。”回望入党经历，70后忠县人
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王波这样总结。

2002年6月，王波光荣入党。“那个时期，每月有
五六十件案子，我主要负责录入工作。”王波回忆，由
于案件录入有严格时限要求，当时的案件量大，工作
比较繁忙。

2003年，王波意外摔伤，脚踝肿得很高，无法走
路。当时正是录入案件的关键时期，为了不影响工
作，王波没有及时去医院检查，而是由父亲和丈夫轮
番背着到单位上班。直到第四天，才在医院诊断为踝
骨骨折。此后，她依然没有请假，坚持上班。

“不请假的原因很单纯，就是不想耽误工作。”王
波将当时那份坚守，总结为70后党员的普遍特征，

“我们都甘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

70后党员王波：

踝骨骨折仍不请假
家人轮番背着她到单位上班

回顾50年党员生涯，冉隆柏感慨万千，目光如
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我一生的追求。”

1981年，冉隆柏调至县委办。次年，石柱遭遇一
场“百年不遇”洪灾。

“当时已是夜晚，我随县委书记到龙河边察看情
况，眼见洪水一点点上涨，快要漫过河堤，感到情况不
妙。”县委书记让冉隆柏立即通知所有常委到县委开
会，并组织群众转移。冉隆柏随即向附近的交通局奔
去——那里有一部电话。

奔跑途中，洪水逐渐漫过路面，路灯全部熄灭
了。冉隆柏深一脚浅一脚奋力奔跑，途中掉进了一个
1米多深的大水坑。他顾不得喊疼查伤，迅速爬出接
着跑。

他在交通局拨通了县委办的值班电话，县委办再
逐个通知常委。很快，县里的大喇叭广播响了起来，
通知所有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冉隆柏这才松了一
口气。

深夜时，洪水来势越加凶猛。在那个物资短缺的
年代，没有沙包沙袋，武警和县里的机关干部手挽着
手，组成3道人墙，站在水里，护住最脆弱的一段河
堤。

全县已经停电，县里调来20多辆大卡车，用车灯
把3道人墙照得亮亮堂堂。这一幕，冉隆柏永生难
忘。

凶险洪水退去，县城70多栋土墙房屋垮塌，却没
有一人因灾死亡。

1988年，冉隆柏任县委研究室主任，开始探索全
县脱贫的路子。石柱高山环绕，立体气候特征显著，
冉隆柏协助县委完善了“山上‘烟连药林’、山下‘桑果
兔猪’，山上山下粮经兴天下”的发展思路，在石柱延
续实施了10多年。“烟连药林”和“桑果兔猪”，一个字
就是一项产业，至今在石柱留下深远影响。

1991年，冉隆柏任副县长后，开始主抓全县烤烟
生产。“30年前，由于烤烟生产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
高、产出效益低，农民没有种植积极性。”冉隆柏说，烤
烟从种到销20多道工序，哪个环节工作不到位，农民
收入就“归零”。

冉隆柏开始推广烤烟良种良法，他事事亲力亲
为，跑遍了烟区农户。

他组织技术员队伍给村民培训种植技术，当年因
普及烤烟的稻草圈种植方法而编的顺口溜：“一根木
棒五根草，两把稀泥不可少，围绕木棒缠三圈，大人小
孩都能搞”，冉隆柏至今都能清晰背出。

每年8月收烟季，是一年里矛盾最为突出的时
候。农民辛苦一年想卖个好价钱，烟草行业又想收购
价尽量低一点，农民和行业之间有了利益之争，隔三
差五就要起争执。每年这个季节，冉隆柏往村里跑得
最勤，为了调解纠纷，哪怕吉普车开不进、要靠步行泥
泞小路才能到的偏远村，冉隆柏都要走一趟。

“一定帮着农民说话，尽量让他们有个好收成。”
由于他始终维护农民利益，村民们也很信任他，冉隆
柏至今回想起来，都能感受到一种激励的力量。

冉隆柏先后任职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
记，期间一直分管烤烟产业。直至任县政协主席，还管
了一段时间。

2010年，冉隆柏退休，组织上希望他担任县关工
委常务副主任。本是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冉隆柏与
县里另3位“70后”老党员一道，毅然投身关心下一代
事业，尽心尽力开展“中华魂”读书活动等，引导一批
又一批困难家庭出身的孩子奋发读书、改变命运。
2015年，冉隆柏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71岁老党员冉隆柏：

“百年不遇”洪灾面前
一起手挽手组成人墙护河堤

对话

传承

王波：当年扎根基层6个月，仅仅
只为办好一个案子，是什么力量让您
坚持下来？

冉隆柏：我不是办案专家，但进入
检察机关工作，就必须把案子办好。

学好法是办好案的基础，在此
基础上，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
为准绳，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
在心中。

我们在工作中，始终要用法律和
事实去面对案件。检察机关是案件的

“把关人”，非常重要，一定要做最细致
的工作，收集确凿的证据，避免出现冤
假错案。

王波：我们党员应该怎样更好践
行建党精神？

冉隆柏：我在党已经50年，老党
员要不断老骥伏枥、继续前行。

我在部队时常唱一首歌，“革命战
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每一个
党员，不论老党员、新党员，都是推动
民族复兴这座大厦里的一块“砖”，在

不同岗位发挥好作用，我
们的大厦就会永远牢不
可破。

希望70后党员们心
中装着人民，砥砺前行，
永远奋斗。

王波：我将向您老学习，在新
的岗位上，传承发扬好伟大建党精
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永葆共产
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为党的事
业继续奋斗。

王波：我很好奇，在您当时那个科
技比较落后的年代，检察官是怎么办案
子的？

冉隆柏：我在部队主要从事机要情
报工作，一开始，我没有什么办案经验，
靠的就是一颗坚持真理、担当使命的恒
心。

1979年7月，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刚刚通过，不久后，我们就
接手了在石柱黎场乡发生的一场抢婚
案。

案件发生在夜晚，男女双方300多
人参与斗殴，一场混战下来，3人死亡。
县里随即组织了一个联合侦破小组，我

是成员之一，在这个乡一住就是6个月。
起初，对于这场混战，去了的人都

说没去，哪怕身上留有棍伤的人都说没
去。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就是充
分尊重群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通过反复说服教育，一个一个排
查摸底。

谁看见谁去了，谁没有看见谁去，
谁拿了什么物件，谁又碰过凶器……3
个月下来，我们有了突破，证据面前，嫌
疑人的心理防线开始瓦解。用了6个月
时间，我们终于查了个水落石出，将杀
人、伤人者绳之以法。

做实基础工作、扎实走访群众，做

好思想工作。在那个科技落后的年代，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王波：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仍是
这样坚持的。

电信诈骗案件错综复杂，多找出一
笔犯罪金额、多找到一个受害人，就会
更加接近真相，让审判更加公正，让犯
罪者受到应有惩罚，更好维护群众利
益。

2013年，黄某某雇用十余人，通过
群发短信的方式行骗。黄某某团伙先
谎称对方有一笔社保金未领取，让其与

“社保局”工作人员联系，待被害人打通
“社保局”工作人员电话后，又要求被害

人联系“财政局”工作人员。最后，“财
政局”工作人员要求被害人到银行
ATM机上转账，实施诈骗。

在审查批捕前，我们发现黄某某与
其他成员联系不紧密，黄某某明知自己
是主犯，就是拒不认罪。

为了查明黄某某的犯罪事实，我们
找到取款人，提取取款人录相，找到其
赃款转入的银行卡，再发现接收赃款银
行卡与黄某某的关系，最终证明黄某某
的犯罪事实。

最终，在7天时限内，我们通过及
时补充证据，把所有银行流水和电话清
单一一筛查，对应到每一笔犯罪事实。
我们核对了数十名被害人、100多个电
话号码，数十张银行卡的清单和流水
10多本，建立起证据链和证据网。在
黄某某零口供的情况下决定对其逮捕，
起诉后判刑13年。

王波：您21岁就入党了，当时非常
年轻，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

冉隆柏：1949年12月1日，我出生
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1968年3月，我应
征入伍，先后担任警卫员、机要参谋等。

我几乎与新中国同岁，随共和国一
同成长。在我入党的那个年代，国家还
处在困难时期，老百姓吃饭穿衣都要凭
票。我在东北参军，每次回乡途经首都

北京，去王府井买几斤糖果，就是带回
家最高级的礼物了。

我们的国家，有多少辉煌，就有多
少艰辛。在党的培养下，不忘初心、践
行誓言，是我永远的选择。

1971年 6月，21岁的我在部队入
党，从此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
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永不叛党。因为从事的是情报
保密工作，入党时的铮铮誓词，尤为
激荡我心。

王波：您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参与
石柱检察院挂牌的？

冉隆柏：1978年，我从部队转业回
到石柱，组织安排给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看守所看押犯人。

一个连职干部回到地方，做这样一

份工作，说没有心理落差是假的。但党
员身份提醒我，组织上安排什么就做什
么。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没有讲任何
条件。

干了4个月后，石柱检察院挂牌成
立，我先后任该院法纪科长、办公室主任。

王波：2018年 6月，组织安排，我
从忠县检察院公诉科一级员额检察官
的位置上，调去担任忠县人民检察院
政治部主任。这一次变动，意味着待
遇有所下降，但组织上认为我是符合
条件的合适人选。我毅然服从组织决
定，离开坚守了20多年的办案岗位，
开始全新的工作。

后后

7月14日下午，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关工委办公室，47岁的忠县人民检察院政
治部主任王波见到了71岁的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冉隆柏。后者左手手背插着留置
针，手腕还缠有医院手环。冉隆柏是1978年恢复重建检察机关时参加石柱县检察

院挂牌的8人之一，两代检察官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感冒了心脏不好，去输了液，没有关系。”解释手上的留置针时，冉隆柏大手一挥，语

气爽朗。只要身体无大碍，他一直与在职干部一样，坚持到办公室工作，按时上下班。

对话初心
冉隆柏：不忘初心、践行誓言，是我永远的选择，组织上安排什么就做什么
王 波：担任检察官20多年后，我毅然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了这一岗位

对话建党精神
冉隆柏：不论老党员新党员，都是推动民族复兴这座大厦里的一块“砖”
王 波：我将在新岗位上传承发扬好伟大建党精神

初心

7月14日下午，在石柱县关工委办公室，王波（左）与老党员冉隆柏一起对话初心。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本组稿件由记者颜若雯采写）

对话办案
冉隆柏：6个月将一个300多人群殴案查得水落石出，靠的是做实基础工作，扎实走访群众
王 波：主犯拒不认罪，我们仍然办出一个完全依靠客观证据定罪的零口供案件

对话“建党精神”报道
扫一扫 就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