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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大“食药环”犯罪的打击力度，进一步
保护“食药环”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花山区检
察院在全市检察机关率先探索“食药环”案件
集成化办理模式，对涉及“食药环”公益类案件
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实行“四检
合一”集成化办理，初见成效。

一是办案流程集成化。该院专门制定了
《“食药环”案件集成化办理实施意见》，规定
了受案范围和办案流程，成立了专业办案
组，将原从事刑事办案的业务能手配置到公
益诉讼部门，打造全能型公益诉讼检察官，
分别以公诉人和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负
责“食药环”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公
益诉讼工作，同时履行相应的法律监督职能，

包括建议行政机关移送犯罪线索、立案监督、
纠正违法等。

二是监督领域重点化。根据“食药环”案
件的特点，强化监督职能，集中力量打击“食药
环”领域违法犯罪，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疫情
期间，该院公益诉讼部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
展防疫物资检查专项活动。对发现的销售假
冒伪劣口罩线索，办案人员及时介入，全面梳
理现有证据，一方面就假冒口罩来源、涉案金
额、如何鉴定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引导公安侦
查取证，提升了办案效率；另一方面针对行政
机关怠于履职，提出检察建议，维护公共利益。

三是生态保护系统化。在办理破坏生态
环境案件中，把生态修复放在首位，秉持“食药

环”案件集成化办理模式，集中办案力量，发挥
“司法+生态修复”办案合力，既追究被告人的
刑事责任，又使得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让恢
复性司法理念贯穿整个诉讼过程。在一起跨
省倾倒垃圾、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案件中，根据
案件集成化办理的要求，案件流转到公益诉讼
部门。经过全面审查后，该院向怠于履职行政
机关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及时修复被损耕
地。同时，针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生态资源
的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坚持惩
罚犯罪与恢复治理并重，引导被告人与自然资
源部门签订修复协议，被告人服判并采取有效
措施修复被毁耕地，目前耕地正在修复中。

张均安

近日，花山区检察院积极开展社区服刑人
员违规领取养老金排查工作，对辖区内近三年
社区服刑人员违规领取养老金问题开展专项
检察。根据相关规定，退休人员被判处管制、
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和监外执行的，可以继续发
给基本养老金，但不参与基本养老金调整。

该院派出专班人员，协调社区矫正机构，对
花山区2017-2019年期间所有社区服刑人员进
行逐一比对，从中摸排出达到法定领取养老金年
龄的社区服刑人员名单。主动对接社保部门，对
社区服刑人员养老保险金发放情况进行核查。

根据调查情况，该院口头向社保部门提出
建议，督促纠正违规发放基本养老金问题，并
建议其及时与相关单位建立信息沟通机制，解
决职能部门获取信息不及时、不全面等问题，
助力辖区养老保险金的合法合规发放。

下一步该院将督促社保部门进行追缴，挽
回国家经济损失，并对此项工作开展常态化法
律监督，发挥检察职能，助力本市养老保险金
合法合规发放，切实为民生基金安全和社会公
平稳定提供法律保障。 顾佩佩

近日，花山区法院对花山区检察院提请马鞍山
市检察院抗诉的涉民营企业盛亚建设集团公司的
两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作出民事裁定，准予原告吴某
某、赵某某撤回起诉。该两起案件的成功监督，为
盛亚建设集团公司挽回经济损失18万余元。

2019年1月，盛亚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盛亚公司）不服花山区法院作出两份民事判决，
向花山区检察院申请监督。收到案件后，花山区
检察院迅速启动调查核实权，及时向法院调取该
案的全部诉讼卷宗，向承办法官和执行法官询问
一审案件相关情况，对盛亚公司的代理人制作询
问笔录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并在“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相关涉案企业信息，核实
盛亚公司提供的新证据。承办人经审查后认为，
该案系原审原告吴某某、赵某某起诉主体错误。
2012年间与吴某某、赵某某签订《木工清包协议
书》的是原盛亚公司的委托人。现盛亚公司在
2012年时的公司名称为“徐州中盛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不是合同主体一方，与吴某某、赵某某之
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花山区法院将其列为被告并
判决其承担责任显属错误。

因现盛亚公司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为维
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该院向市检察院提请
抗诉，市检察院依法审查后向市中级法院提
出抗诉。市中级法院裁定再审，并指令花山
区法院审理，案件审理期间，原告吴某某、赵
某某向花山区法院申请撤诉，花山区法院遂
作出上述裁定。

近年来，花山区检察院充分履行民事检察
诉讼监督职能，依法、重点办理涉民营经济的
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做到
精准监督的同时提高监
督质效，为花山区民营经
济的健康发展营造了公
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王文灿

杨小红在上个世纪 90年代曾是一家歌舞
厅老板，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度也是当地
的“成功人士”。几年后歌舞厅转让，杨小红日
益消沉吸上了冰毒，花光了多年的积蓄，渐渐
收入不足以支撑她对毒品愈发严重的依赖，杨
小红便开始通过贩毒满足她的毒瘾需求。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小红得知湖北荆州的
外甥马夏也是一位“溜冰”爱好者，遂联系马夏
从荆州大量采购冰毒运回马鞍山贩卖，从中赚
取差价。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全国范围暴
发，进出湖北的交通要道一度被封闭管制。杨
小红一天能接上百余个求购冰毒的电话，她的
存货一时难以满足马鞍山市场的需求。焦急的
杨小红一面催促马夏加紧寻找货源，一面多方
打听通往湖北交通枢纽何时解禁。

3月 30日，湖北地区刚刚解禁通车，杨小
红便急不可待地乘车赶赴荆州地区，并住在了
马夏家中现场催货。马夏在荆州当地多方寻

觅，始终找不到满意的货源，突然想起了曾经
一起“溜冰”的何邦虎。马夏将小姨杨小红的
嘱托告诉何邦虎，并通过何邦虎的牵线搭桥，
结识了一位神秘的客商——“宇哥”。在何邦虎
的多次劝说下，“宇哥”终于同意卖给马夏9万元
约270克的冰毒。4月13日，拿到货后的马夏迅
速以 10万余元的价格将这批冰毒卖给了杨小
红。当晚，好不容易拿到冰毒的杨小红便从高
速路口拦上一辆运“小龙虾”的货车，携带冰毒
返回了马鞍山。公安机关根据掌握的线索，在
车辆到达马鞍山后一举抓获了正在憧憬着赚大
钱的杨小红。与此同时，在荆州警方的配合下，
马夏、何邦虎二人也被一并抓获。警方从何邦
虎住所处查获冰毒近500余克。至此，一条连接
湖北荆州和安徽马鞍山的贩毒之路被斩断。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小红、马夏、何邦虎均
被花山区检察院批准逮捕，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查中。（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任婷婷

谍战剧、警匪片是许多男性观众喜爱的题
材，模仿其中一两个情节过过瘾，玩玩道具枪
赶个时髦也无可厚非，但是还敢玩真枪，就触
犯了法律。日前，由花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武某某非法买卖弹药一案，被法院一审
判决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

武某某是枪支机械爱好者，一直想买把真枪试

试手，武某某通过网上结识了卖枪支弹药的人，通过
微信转账的方式购买了一把气枪和100发铅弹，之
后又通过介绍购买500发铅弹，到野外击打调试，武
某某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但天真地认为只要把枪
和子弹看好，不让其他人拿走，保证不出事就行。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非
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被告人武某某案发后主动投案，到案后认
罪态度良好，公诉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对涉案被告人武某某提起公诉，鉴于武某某犯
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杨光

花山区检察院举办
“同舟共济 检护明天”检察开放日活动

5月 28日下午，马鞍山市检察机关“同舟共
济 检护明天”检察开放日活动于花山区检察院
举办。马鞍山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委
政法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儿童心理健康领域
专家、师生、家长受邀参加，健康路小学师生于
分会场通过网络直播同步参与。

受邀人员先后参观了该院 12309检察服务
中心、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中心、全媒体工作室等
亮点工作区。随后，该院历时半年精心制作的
普法微电影《“一号”星辰》首映式拉开帷幕。
《“一号”星辰》取材于真实案件，结合“一号检察
建议”进校园，宣传预防校园性侵害。观影后，
大家感触颇深，并对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普法
工作中做出的努力和成果予以充分肯定。 杨婷

花山区检察院开展社区服刑人员
违规领取养老金专项检察活动

“四检合一”集成化办案模式
花山区检察院探索公益诉讼案件

5月22日上午，花山区检察院15名志
愿者在李生林检察长的带领下来到沙塘
社区红星村，开展共建社区清洁家园志愿
服务活动和“让我为您搭把手”助力拆违
攻坚行动。 吴雷

敢玩真枪实弹？判刑！

昔日女老板恋上毒品
疫情期间从湖北跨省运毒贩卖被抓

强化民事检察监督
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5月 25日下午，全市首例行政公益诉
讼听证会在花山区检察院召开，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土地修复专家等5人作为听
证员受邀参加听证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花山分局作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当事
人参加听证会。 张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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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高龄的杨文琪在南京享有“药王”
美誉，除能识别药店常用的五六百种药材外，
老先生鉴定药材的本领也是一流。

在君和堂，杨文琪对药材拥有一票否决
权：但凡他说不过关的，一律不能用。他常告
诫徒弟：“不能只用眼睛看，得凑近了去闻，亲
口去尝，得细心，再细心⋯⋯”

徒弟们对杨老检查“蜜炙款冬花”的情景
印象深刻：南方的梅雨季，中药易生虫。有次，
杨老非要弃用一批并没生虫的“款冬花”，大家
觉着可惜，老人家却摇起了头：“蜜炙药最容易
虫蛀，你是还没见着虫子，可能保证没有虫卵
吗？”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杨老最厉害的是中药炮制技术。出身
扬州江都中药世家的他，从小在父亲的熏陶
下认识药材，后又拜师系统学习，在南京中药
饮片厂、同仁堂、君和堂等地做药70余年，练
就了一身中药炮制的绝活儿。上世纪80年
代，老人家已获国家医药管理局颁发的“老药
工”荣誉证书。

在机器制药越发普遍的当代，杨老依然坚
持手做重要环节。因为“药虽平常，但经妙手，
天壤之别”，一服中药效果如何，炮制技艺太关
键了！拿膏方炮制来说，需经历药材浸泡、煎
煮、沉淀、过滤、浓缩、收膏、凉膏、分装等多个
环节，这其中每一个环节又有规矩，十分复杂。

仅熬膏的第一步药材浸泡就有讲究。
一料膏方通常含多种药材，浸泡前记得要先
分类，因为有的浸泡两三个小时即可，有的
药材却需泡一整天。

他又拿收膏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举例，药工
首先要明确什么标准的膏最好，然后快速把握
收膏时机，有难度的是，最佳时机有时就在短

短的一两分钟内，稍纵即逝。
“时间不够，稀了；过了，又

太老！”很多次熬制老蜜时，徒
弟之一、金陵杨氏中药炮制技
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翠华常

看着用手指拨弹药膏的杨老问：
“师傅，您说弹起几厘米、保持多久是

最好？您又是如何掐准这个时间的呢？”这
中间靠的都是杨老的经验。

不仅一人一方

，还要一人一药

金陵杨氏中药炮制技艺

：

这款中药

“

个性定制

” 是个宝

在中山南路古朴的君和堂内，“杨文琪非遗工作室”的招
牌分外显眼。每天早上，这位 94 岁的老人都要来诊所转一
圈。“不来，我一整天就不安心！”他说。

杨文琪，15岁接触中药炮制技艺，已在这一领域耕耘78
年，他也是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陵杨氏中药炮
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值得称道的是，从区级非遗升级
成省级非遗，“金陵杨氏中药炮制技艺”只用了 4 年，速度奇
快的背后，是这门技艺对中医品质的坚守和“一人一药”珍贵
理念的传承。

6月6日，南京市鼓楼区融媒体中心
和新时代文明中心正式成立，南京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陈勇和鼓楼区委书记刘军
为“两中心”揭牌。

记者了解到，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和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也是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
重要手段。

“鼓楼区一直重视推进两中心建设。”
鼓楼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致
力于打造‘融媒体生产中心、新闻发布中
心、数据整合中心、舆情应急中心、运营服
务中心’五大中心，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线上与线下、内容采编与舆论引导、专
业队伍和社会资源’的四个深度融合，体现
‘舆论引导、内容生产、传播发布、应急处
置’的能力水平全面提升。”

同时，鼓楼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
全面展开建设试点工作，通过搭建1（区

级中心）+13（街道所）+120（社区站）+N
（驻区示范点）的四级组织架构，组建区、
街、社三级志愿服务队伍，开展“8+N”
（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服务、助学支
教、医疗健身、科学普及、法律服务、卫生
环保、扶贫帮困等 8 类及“N”类特色项
目）志愿服务活动，整合社会资源，聚焦群
众需求，打造服务品牌，广泛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

鼓楼区将充分发挥融媒体中心和新时
代文明中心作用，将文明实践与融媒体发
展相结合，同向发力、互相促进，真正把融
媒体中心打造成为引导主流舆论的重要阵
地和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不断提升居民群众思
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
程度，为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首善之区、
幸福鼓楼”贡献力量。

通讯员 刘阳 袁冶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景正华

珍惜今天的好天气，因为从明天（9日）开始，
我省淮河以南地区自南向北将先后进入梅雨期，
湿答答的天气来啦，本周大家外出勤带伞哦。

天渐渐有了夏天该有的样子，昨日15
点，我省大部分地区在30℃以上，其中最高
温度出现在丰县、沛县，有36.4℃，而宜兴
和启东实时只有27.3℃，将近10℃的温
差，仿佛不在同一个江苏。

今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就是风刮
得比较大，大家要抓紧今天的好天气做好
晾晒工作，因为随着副高西伸北抬，从明天
开始，我省淮河以南地区自南向北将先后
进入梅雨期，出现连续性降水，本省东南部
地区雨量中等。需要注意的是，12-14日
（周五-周日）会出现较强强度的降水，尤其
是淮河以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预计本周
累计降水量：苏南地区120-170毫米，江淮
之间80-130毫米，淮北地区20-70毫米，
大家外出注意防范，随身带伞。气温方面，
总的来看，我省北部地区气温会比较高，8
日、11 日和 13-14 日，部分地区仍将有
35℃以上高温天气。南京地区，未来三天气
温变化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

到31℃，最低气温21℃到24℃。
■南京近3天天气预报

今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 4 到 5 级
阵风6到7级，21℃到31℃。

周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
雨，偏东风4到5级，23℃到31℃。

周三：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
雨，偏东风3到4级，23℃到31℃。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聂龙妃

珍惜今日晴好 连续性降水明天到 鼓楼区“两中心”揭牌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6 月 7 日，老门东凌霄花与牵牛花
争奇斗艳。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见习记者 范俊彦 摄

杨文琪在观察药膏

熬制程度

。
受访者供图

采访中，王翠华讲述了两点感受：一，如此优质
的用药理念，在中医界却很少见。除跟随杨老学习过
的徒弟外，其他用者少之又少；二，这一技艺目前还没
有完整的文字记录。

“杨老有生之年最担心的就是
没人传没人学，他自己眼睛一闭把
技艺带到棺材里去咯。”王翠华想
到，如果不记录保存，老祖宗智慧的
精华可能就此消失了。因此，疫情
宅家期间，跟中药打了半辈子交道、
跟随杨老学习9年的她着手记录。
她用两个月时间写完了15万字的
初稿，却发现越写越难，再加上工作
忙碌，近乎写不下去。

个中原因，她还拿老蜜熬制举
例：“杨老拨弹两下就知道这膏能不
能收，可这个时机该换算成一个什
么时间和程度标准呢？不同情况
下，时间还可能不同。杨老制药熬
膏凭借的是一生的经验体悟，若要
换算成教材式的标准，难度不小。”

这种情况下，活态传承就变得尤为重要。记者
了解到，杨老和几位资深徒弟目前共开办了四期培
训班，将此技艺传授给新药工百余人。他们在江宁
另有一处2600平方米的药房加“传承基地”，专门
用于手把手教授相关专业大学生和新药工。而除
了记录、传承，他们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深化着
这门技艺的内容。

“10种黄连的炮制方法就是我们用杨老的技艺，
结合患者所需采用古法炮制的。据记载，历史上的黄
连炮制方法更多，有40多种。”

王翠华告诉记者，虽已一身本领，杨老最常
说的却是“药无老先生，我只学到皮毛”。作为传
承人，持续学习、摸索、实践、总结精华并将这门
技艺传给更多同业者，是搁在他们肩上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从区级非遗项目短短几年便获批省级
非遗，不仅得益于“金陵杨氏中药炮制技
艺”的精湛，还与它始终践行“一人一药”的
制药理念有关。

人人都知中医一人一方，
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也讲究一
人一药。在“杨文琪非遗工作
室”内，摆放着10种不同种类
的黄连。“这些黄连，客人在外
面的药店是买不到的。”王翠
华讲解说，药店能买到的生黄
连一般用作清热燥湿、泻火解
毒，可这里用不同炮制方法做
出了黄连碳（可增强止血效
果）、醋黄连（治疗肝胆虚火）、
胆汁黄连（对症肝胆实火）、乳
汁黄连（治疗赤眼）等10种不
同黄连，“除清热解毒外，入经
作用更加细化，也更对症。”

根据“金陵杨氏中药炮
制技艺”的理念，患者来瞧病，
药师得制作出专门针对这个患者的药品。
比如，医生强调方子要作用在患者的肾上，他
们就用盐制，引药入下焦；医生需要快速达到
脾胃，他们就考虑姜制，引药入中焦。杨老
说：“药师会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和症状灵
活做药，绝不会是千篇一律的。这样虽然费
时费工，但效果更好。”

一位57岁的心梗患者讲述了自己的受
益经过。5年前他突发心梗入院，医生下了
病危通知，建议做支架。他考虑再三，不想
做，转求中医治疗。根据方子，君和堂的药工
专门为他做了款名为“三七槐参”的胶囊。

“这种病服药时间长，如果还是按惯例
让患者喝汤药，他绝对不可能坚持下来
的。”做成胶囊，患者一天一到两次水服即
可，十分方便，患者坚持服药三年，免去了
做支架之苦。之后药工们又根据其他患者
所需，在胶囊中加入引药上行的薄荷用来
治疗颈动脉栓塞；加入牛膝，引药下行，针
对下肢栓塞患者也取得了不错效果。

这个爷爷牛在哪？

药材鉴定、中药炮制都精通
他是南京的“中药王”

这项省级非遗项目的珍贵之处：

弘扬中医
“一人一药”理念

这门手艺目前无文字记载
徒弟草拟15万字
想留存杨老技艺

杨文琪。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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