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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林在街头查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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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太半夜外出迷路

民警凌晨帮找回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贾耀河）10

月 7日凌晨， 一名在医院住院的七旬老太太任
性地外出散步，结果出来后就找不到返回的路，
最终，在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被冻得瑟瑟发抖
的老太太。

当日凌晨 1时 30 分， 梅溪派出所二大队
接到警情：市中医院有位老太太走失。据报警人
的陈述了解到，老太太因患病在该医院就医，凌
晨时分任性地从医院出来散步， 保姆在后面远
远跟着，后老太太进入永安村后，保姆跟丢了，
寻找半个小时也没找到。

了解情况后，民警和老太太的家人分头在
村中查找，最终，在市医专一附院一处沿街门店
前，找到了被冻得瑟瑟发抖的老太太。老太太被
民警安全接回，其家人连声致谢。

村民步行被邻居骑电动车撞伤

法院进村审案 群众拍手称赞

外地游客丢钱包

警民合力找失主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曾照云）10

月 5日， 驻马店的张先生来到内乡县公安局湍
东派出所，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字样
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 感谢民警帮他找回了遗
失的钱包。

10月 2日晚上，内乡县居民李女士途经北
关高杆灯附近时捡到一男士钱包，内有身份证、
银行卡、现金等，因邻居崔杰是内乡县公安局湍
东派出所辅警，李女士立即联系他帮忙找失主。

崔杰将这一情况向所里民警荣茂轩联系，
荣茂轩连夜通过多个渠道查询身份证信息，在
镇平县一位民警的帮助下查到了钱包的主人是
驻马店新蔡县的张先生。原来，张先生假期和家
人一起来南阳游玩，不慎将钱包遗失，因不清楚
具体遗失地点，就没有报警。

10 月 4 日， 张先生赶到湍东派出所，取
回了钱包，并在次日上午，将锦旗送给民警表
示感谢。

在火热的公安交通管
理一线， 一名年轻的“90
后”王凯林用他青春的热血
和汗水，书写着对党和人民
的满腔赤诚。

2017 年 8 月， 家在三
门峡灵宝的王凯林通过了
南阳的招警考试，成为市公
安局交管支队特勤大队的
一员。

特勤大队是一支快速
反应、 机动灵活的力量，他
们以骑乘摩托车为主，处置
突发事件、 执行特殊勤务、
保障道路畅通、服务人民群
众。 王凯林每天早出晚归，
驾驶铁骑出勤巡逻。由于长
时间驾驶大排量摩托车出
勤， 他脖颈处疼痛难忍，到
医院一检查，是较为严重的
颈椎病。 住院治疗后，症状
有所缓解，医生叮嘱他要多
注意休息，尽量避免驾驶摩
托车，以免头盔压迫颈椎。

但他一回到工作岗位，
便又忘记了病痛，还主动报
名参加大队刚成立的“打击
假套牌专班”， 和其他同事
们一起负责假套牌车辆的
精准打击工作。 3个月的时
间内， 王凯林小组共查处
20 余辆假套牌车辆， 其中

有多辆车是公安部交管局
通报的假套牌车辆。

今年 6月份，王凯林被
调往第一勤务大队。该大队
辖区是繁华区域，人车流量
大、乱象多，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集聚，极易引发大规模
的交通拥堵。王凯林带领机
动队员动脑筋想办法，对违
法车辆坚决依法查处暂扣，
同时开展政策引导，向当事
人宣讲法律法规，取得了较
好的治理效果。 仅 3个月，

王凯林就牵头查处酒醉驾
20 余起， 行政拘留 10 余
人，办理了一批涉牌涉证等
严重交通违法案件，工作绩
效在大队名列前茅。

7 月 28 日， 王凯林在
仲景路遇到一位骑电动车
逆行的女孩， 他将女孩拦
停， 指出其逆行违法的危
害，因情节轻微，王凯
林对其进行了批评教
育后放行。 没想到，这
个女孩竟然拎了几瓶

矿泉水过来，一定要送给执
勤民警， 还大声说了句：

“哥，辛苦啦！ 再见！ ”
烈日下执勤，酷暑难耐

不可怕，最怕不被理解和支
持。小女孩能接受教育认识
错误，从此遵守交通法规安
全出行， 对王凯林来说，再
辛苦都是值得的！

交警王凯林人性化执法受欢迎

被处罚后，女孩拎来矿泉水感谢
□本报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朱付新 通讯员 姚荣娟

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
通讯员 张森）10 月 9 日，
西峡县人民法院法官来到
该县丹水镇古垛村， 在村
头架起审判席， 对一起交
通事故纠纷案进行公开巡
回审理， 因原告被告双方
均为该村村民， 引来众多
群众到场参与旁听。

2018 年，居住在西峡
县丹水镇古垛村 60 多岁
的张某在上班途中， 步行
至古垛村马营组路段时，

被同村驾驶电动车的崔某
撞伤， 造成双方不同程度
受伤、 电动车损坏的交通
事故。事故发生后，双方未
报警，因协商不下，由交警
部门认定， 崔某负此次事
故的全部责任。经鉴定，张
某的伤情构成 10 级伤残，
后期医疗费用每月 1 万
元，张某住院期间，崔某支
付医疗费 5000 元。 出院
后， 张某依据实情及交警
部门出具的事故鉴定意见

书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崔某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共
计 14 万余元。

法院利用巡回审判的
便民性， 在该村架起审判
席， 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
并悉心调解。 经庭审程序
和法官的耐心调解， 双方
当庭表示愿意达成和解，
由崔某赔偿张某各项费用
合计 8 万元。随后，崔某当
场支付张某 2 万元， 剩余

部分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
前向张某支付完毕。

当天，法院到村里巡
回审判的做法 ， 受到了
当地群众的一致称赞 。
该院法官还在庭审结束
后， 为群众发放了普法
宣传页，“案例+理论”的
普法方式明显易于群众
接受和理解。 此次公开巡
回开庭，也让当地群众对
交通规则和依法维权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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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余万元发票丢失

交警捡到忙送还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张晓东）

邓州市朱先生 200余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丢失，
被交警任景捡到并立即返还。 10月 4 日，朱先
生来到该市交警大队， 把感谢的锦旗送给大队
领导和任景手中。

10月 2日，邓州市交警大队任景下班后途
经农机市场，在马路上发现一黑色男士手包，内
有现金 1650元和 200 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以及银行卡、身份证及名片等贵重物品，任
景立即拨打名片上的电话联系失主朱先生。

此时，朱先生正发动公司人员四处寻找丢
失的手包，因包内 200 余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
是需要到湖北省鄂州市老城区改造的结算款，
找不回来损失可就惨重了。接到任景的电话，朱
先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12时 30分， 朱先生从任景手里接过失而
复得贵重物品，非要给任景发红包和请吃饭，均
被任景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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