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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警故事

卫士风采 � 干警动态

本报讯 （记者张罡）近日，市公

安局光武派出所工业社区警务室对

辖区加油站开展安全排查整治活动。

据悉，此次加油站整治活动，重点

针对以下行为：未经规划确认、未获得

许可、未通过建设项目审查，擅自建设

加油站点的行为；未取得《成品油零售

经营批准证书》和工商营业执照，擅自

通过加油站点、流动加油车辆等销售

成品油的行为；未经公安、消防部门审

核验收，擅自经营，存在重大火灾隐

患、影响公共安全的行为；不按规定销

售升级油品、未安装油气回收装置以

及安装后未正常运行等行为。同时，

民警对加油站工作人员加强宣传教

育，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严格落实

散装汽油实名登记制度，杜绝违章违

规行为发生。

综合整治加油站

本报讯 （通讯员曹毅 高磊）近

日，镇平县人民法院法警大队采取多

项措施，扎实开展司法警察岗位大练

兵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

强化技能训练，提高业务素质。法

警大队邀请部队教官进行业务指导，紧

密结合上级法院部署的司法警察训练

活动，以体能、技能、智能等综合能力训

练为主，重点对指挥决策、应急处置方

法、警务保障等科目的训练，适时进行

紧急突发情况演练，实现了强化法警技

能、提高司法警务保障能力的目的。

履行职责到位，检验练兵成果。

法警大队通过制定完善相应的处置

突发事件预案，并严格按预案进行科

学有效的组织实施，提高处置突发事

件的决断力和警务保障效能，先后处

理多起哄闹法庭、扰乱庭审秩序的突

发事件，为该院各项审判业务工作的

深入开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开展岗位练兵

执勤一线

干警风采

本报讯 （记者吕文杰 通讯员

常照军）“谢谢你们，终于把我的案子

执行到位了，你们真是一心为民的好

法官。”近日，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

到卧龙区法院执行局，不住地向法官

道谢。

77岁的老人李某因患有糖尿病并
发脑梗塞，右侧上下肢不同程度瘫痪，

行动十分不便。6年前，李某与张某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卧龙区法院依法作

出判决，判决被告张某支付李某借款本

金及利息4.3万多元。判决生效后，张
某一直未按时履行，李某向该院申请强

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由于被

执行人张某长期有意逃避执行，且经常

在外打工，漂泊不定，难以查找，导致执

行干警数次执行未果，多年来，该案一

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春节期间，得知被执行人张某在

家，执行法官当即来到张某所在的村

组，联系该村村主任说明来意，在村主

任的带领下，法院执行人员找到被执

行人张某，张某最终同意配合法院执

行，李某也同意只要被执行人给付其4
万元借款本金就放弃余款，该案终于

得到圆满解决。

七旬老人的心病解了

本报讯（记者王淼 通讯员马建新

闫高明）一名心存侥幸的嫌犯潜回老

家过春节，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最

终仍被桐柏警方抓获归案，印证了那

句古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2016年10月，在桐柏县当地一企
业上班的吴某，以给他人帮忙转成正

式工的名义，骗取大河镇群众王某现

金两万元。一个月后，吴某即辞职不

知去向，所用的手机均无法接通。受

害人王某家境较差，经济拮据，辛辛苦

苦攒了一万多元，又借了一部分，才凑

够两万元。本想把工作转成正式工，

改善经济条件，却不想又被骗了。受

骗一事对王某打击很大，他很快到大

河派出所报案。

大河派出所对吴某立案并上网追

逃，多次抓捕无果。今年2月初，民警
考虑到嫌疑人春节可能回家过年且爱

上网，提前对该犯布控，2月7日（农历
正月十一）下午，民警获悉吴某正在南

阳一网吧上网，立即前往抓捕。嫌犯

吴某对诈骗他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守株待兔抓“老赖”

本报记者 贾林伟 曾庆芳

通 讯 员 刘天坤

眼看着一起重大非法集资案

件即将侦破，黄文敏带着同事连

续奋战了20多天仍异常兴奋。
下午 3点 10分左右，他突然

心跳加速、胸口发闷，面色蜡黄。

“老毛病了，歇一下就好。”他淡淡

地说了一句，一头栽地，再也没能

站起来。

2016年11月26日，淅川县公
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原大队长

黄文敏，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终年

52岁。
岵山低首，丹水呜咽；苍天垂

泪，大地含悲。淅川县委书记卢

捍卫挥泪亲书挽联：“查蠹虫，纾

民困，壮心未遂，天何殂我英贤

路；党受损，盾失阙，夙愿成憾，吾

辈同志须努力。”

顾全大局、担当尽责、锐意进

取！黄文敏，这位省市优秀人民

警察、县优秀公务员，用生命谱写

了忠诚为民、爱岗敬业的华美篇

章，用生命诠释了优秀共产党员、

公安战线标兵的深刻内涵。

爱岗敬业 公安典范

黄文敏是基层公安民警的典

范。1986年7月从省警校毕业，22
岁的他主动请缨，要求到基层派

出所锻炼。

黄文敏科班出身，工作思

路清晰，为人忠厚实诚，肯吃苦

不叫累，工作第二年就被提拔

为大石桥公安派出所副所长，

再 3年，晋升为所长，成为当时
南阳地区公安系统最年轻的派

出所所长之一。

大石桥乡地处偏远，治安形

势异常复杂。黄文敏主动立下

“军令状”，严管厚爱，用制度管

人，很快打造出“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的精干团队。同时，他

重拳打击犯罪，先后侦破系列大

要案，打掉6个重大犯罪团伙。
之后，他转岗政保科，肩负起

20世纪90年代公安系统“老大难”
的重任，迅速彻底摸清了县内邪

教组织的组织建构，为公安部打

击处理该邪教组织提供有力的决

策支持。政保科，因此被省公安

厅荣记集体二等功。90年代末，
他主政新组建的经济犯罪侦查大

队，成为那时淅川公安年轻一辈

的领军人物之一。

10余年来，他先后参与破获
各类经济案件700余起，抓获各类
经济犯罪嫌疑人300余人，且无一
起案件被上级认定存在执法过

错，无一名民警受到党政纪处

分。淅川县经侦大队，多次被评

为省、市公安机关优秀执法单位、

经侦工作先进单位。

处非维稳 战绩卓越

2015年以来，淅川非法集资
集中爆发。如何实现打击处理非

法集资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

大化，是摆在黄文敏面前的首要

问题。

重责任，敢担当。他带队对辖

区易发生非法集资问题的行业、单

位进行风险排查，对群众举报、有

关部门移送的有关非法集资线索

进行核实。工作中，他摸索出“非

法集资风险预警分类处置”工作

法，将已发生的非法集资案件划分

为红色、橙色、黄色3个风险等级，
分类处理，不推诿、不搪塞，确保事

事有调查、件件有结果。

2015年底，淅川县惠银公司
非法集资案集中爆发。黄文敏与

惠银公司负责人见面详谈，从政

策到法律再到道德，进行“攻心”

战术。最终，公司负责人姚某同

意变卖车辆筹措资金，确保群众

利益不受损失。在处置温玉金融

外包公司非法集资案件中，黄文

敏经历了“拉锯战”之后，稳定了

即将失控的局面。

2015年至2016年11月，黄文
敏带领同事办理重大非法集资案

件10余起、涉案金额超过6亿元，
抓获犯罪嫌疑人54人、逮捕8人、
移送起诉54人，扣押冻结涉案资

产约2亿元，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集
资参与者资金不外流。

重情重义 至善至孝

“我身体没事，最近忙得没时

间，等有空儿再说。”生前，黄文敏

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

与黄文敏共事多年的老同事

们说，在黄文敏同志的心中，事业

永远是第一位的，家庭排在第二

位，自己根本就不予考虑。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

名人民警察，黄文敏心中时刻装

的是群众，想的是工作，始终把工

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中，他是铮

铮铁骨的男子汉；生活中，他有着

鲜为人知的辛劳。

年近90岁高龄的老母亲，跟
着嫂子住在老家。每逢星期天，

黄文敏都要回老家看母亲，陪老

人说说话、吃顿饭。岳父岳母住

在他家，妻子精心照料，不料妻子

积劳成疾，一度不能下地走路。

妻子患病期间，他毅然承担起照

顾岳父岳母的责任。

妻子病情加重后需要到省级

医院治疗。直到牺牲前两个月，

他才抽空陪妻子一起到郑州治

疗。妻子病情刚一稳定，他马上

回到岗位上。所有这些家庭上的

压力，他自己默默承受，从未对外

人流露，更没有一句抱怨。

丹 水 警 魂
——追记淅川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原大队长黄文敏

本报记者 王淼 通讯员 代凤

都说法律是无情的，特别是

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在一些人眼

中，更应该铁面无私，才能真正做

到公平。但桐柏县法院少审庭的

年轻法官廖恺却说：法官不仅是

是非公正的裁判者，更是给迷途

知返的人指引回头路的“探照

灯”。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三方协调满是情

“廖法官，我们那事儿咋办

呢？”一大早，廖恺刚迈进办公室

就见王大强（化名）的父亲像往常

一样急切地问道。

王大强是廖恺正在处理的一

起交通事故的被告人，常年跑长

途运输。一场致人死伤的交通事

故让王大强暂时被关押在看守

所，等待法院判决。

王大强所驾驶的车辆保险齐

全，足够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但是

为了减轻刑罚，王大强一家希望

取得被害人一家谅解，但双方对

补偿数额却未达成一致，经过数

次协商，被害方表示最低13万元，
可王大强一家东拼西凑，最终只

凑到了10万元。王大强的父亲看
案件一直没有进展，千里迢迢从

宁夏赶来，租住在一家小旅馆，每

天都到法院询问案件进展，一住

就是两个多月。而受害方一家一

边要照顾住在医院重伤的亲属，

一边还要处理丧事，也迫切希望

案件尽快解决。

看到两家的情况，廖恺知道

案件不能再这样耽搁下去了。于

是廖恺主动找到王大强的父亲，

向他说明了被害人一家现在的艰

难情况，希望他能尽自己最大能

力给对方补偿，得到对方谅解；另

一边廖恺也来到被害方家中，向

他们说明了王大强希望弥补但没

有能力的情况，也希望他们能看

在他父亲千里赶来的诚意上适当

作出让步；同时廖恺还分别联系

到双方的律师，希望能通过双方

律师做好双方的工作。

就这样，在廖恺多次调解下，

双方最终都作出了让步，被告方

以11万元取得被害方谅解。

浪子回头金不换
社会责任重于山

“小李，怎么是你？”在看守所

见到小李时，廖恺惊讶之余也万

分痛心，因为这已经是她三年里

第二次在看守所见到他了。小李

1998年出生，年纪轻轻却两次因
为犯罪被关押在看守所，而且距

上次他被特赦出狱仅六个月时

间。

一时间廖恺不知说些什么

好，只得匆匆发了手续，一回来便

立马联系了小李的父亲老李。老

李告诉廖恺，特赦出狱后的小李，

依然整天游手好闲，给他找的工

作他也不好好做，觉得挣钱太慢，

竟跑去偷电动车电瓶换钱，现在

家里困难，也交不出罚金，只希望

法院看在他还小的份上能够轻

判。

听到这些，廖恺的心情无比

沉重，还记得当时小李第一次被

判抢劫罪时，他的父亲也说过同

样的话。痛心之余廖恺也在反

思，作为一名少审庭的法官，自己

的帮教工作还没有做到位，加之

家庭教育的缺失、社会不良风气

的影响，才会使小李一错再错，再

度走上犯罪道路。

于是，廖恺找到老李，指出了

他在小李家庭教育上存在的问

题，希望小李服刑后他能多去看

望小李，让他不要自暴自弃，对今

后的生活抱有希望。廖恺还联系

到当地关工委的工作人员，针对

小李的情况对其进行帮教。同

时，廖恺还在庭审过程中加强法

庭教育，积极向小李普及相关法

律知识，希望小李能够知法懂法，

远离犯罪道路。

作为一名少年审判庭的法

官，看到与小李同样年纪的孩子

犯罪时，廖恺总是很心痛，会想尽

办法在法庭教育、社会教育、家庭

教育上给未成年人更多的帮助，

希望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浪子回头，过上他们这个年纪

应有的生活。

指引回头路的航灯

本报讯 （记者吕文杰 通讯

员刘蕊）2月4日上午，桐柏县法院
执行局干警将一名被执行人强制

带走时，遭遇当事人和围观群众

的阻挠，最终在执行干警的齐心

协力下，“老赖”被成功强制带走。

案件是河北省满城县法院委

托执行的一件刑事附带民事的执

行案件。被执行人李某因故意伤

害罪被判赔偿受害人严某经济损

失 1.5万元。李某在承办法官多
次通知其履行义务时，其家人都

态度强硬，拒不配合，于是承办法

官将该案件作为重点案件进行执

行。在2月4日的“春雷”集中执
行行动中，执行干警来到李某家

中说明来意并要将其强制带走，

遭到李某强烈反抗，其家人也百

般阻挠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此时

恰逢李某的邻居正在办喜宴，围

观群众越来越多，有群众以正在

办喜事为由阻挠执行干警将李某

带走。

为了顺利将李某带走，并保

证围观群众和干警们的安全，执

行分队商议，由几名年轻法警负

责将李某强制带上警车，执行局

相关负责同志负责做李某家属的

工作。在执行过程中，两名执行

干警受了伤。李某被带回法院

后，态度依然蛮横，不愿履行义

务，再加上在强制带回法院过程

中，李某将口袋中的现金偷偷转

移给家人等因素，桐柏县法院决

定，将李某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移交公安机关。

抗拒执法“老赖”被强制带走

本报记者 吕文杰 通讯员 常亮

“郑妈妈，快看你给我买的新衣服，

我穿上好看吗？”“我今年被评为班级学

习标兵了，这是奖状。”“郑妈妈，你给我

买的手套真好，今年我的手都没有生冻

疮。”“郑妈妈，快吃个橘子，喝点热茶暖

暖。”春节期间，唐河县法院的“法官代

理妈妈”郑朝晖驱车几十公里，来到唐

河县郭滩镇看望她的特殊“女儿”。刚

一下车，“女儿”小梦雪就跑过来，拉着

“郑妈妈”的手说个不停。

郑朝晖在关爱留守儿童结对子活

动中与小梦雪结缘，已经帮扶了三年

多了。郑朝晖定期来看望这个乖巧懂

事的“女儿”，经常给梦雪的班主任打

电话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和思想状

况。梦雪的奶奶年纪大了，她的姑姑

就把两个人都接了过来一起住，自此，

郑朝晖的手机里就又多了个“大姐”，

每隔一段时间给“大姐”打电话询问小

梦雪的生活状况也成了郑朝晖的一个

习惯。春节期间，郑朝晖一直牵挂着

小梦雪，她专门买来新衣服、礼物和学

习用品，并准备了一个红包，来到小梦

雪姑姑家，看望小梦雪。

“母女”两个在屋里亲昵地说着

话，不时传出笑声，屋外的梦雪奶奶和

姑姑听到也不禁笑了，两个人都说：

“俺们梦雪好福气啊，有个这么好的法

官妈妈。”

将近中午时分，郑朝晖谢绝了梦

雪家人的一再挽留，回来的路上，她感

触颇深地说：“与梦雪结缘的这三年，

我付出了自己的爱与关心，也收获了

满满的幸福。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像

梦雪一样需要帮助的孤困、留守儿童，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伸出温

暖的双手来弥补孩子们缺失的亲情、

关爱。”

下图为郑朝晖看望小梦雪。

本报记者 吕文杰 摄

“母女会”

市公安局梅溪派出

所对违法违规销售、储

存、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进行严查重处，有力地

推进了烟花爆竹禁燃禁

放工作的落实。

本报记者 张罡 摄

本报讯（通讯员张瑞华 张清哲）

近日，卧龙区梅溪街道人大工委组织辖

区部分人大代表对梅溪司法所工作进

行了评议。代表们一致认为，梅溪司法

所在矛盾纠纷调解、社区矫正、法治宣

传、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为维护辖区社会稳定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同时，代表们对司法所进

一步加强与基层群众联系、强化责任意

识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评议司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