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淼 通讯员 左文峰

唐河警方近日破获一起骗婚

案，洋媳妇一方收到彩礼后，不见

踪影。

2016年12月29日，唐河县城
郊乡的张某跑到派出所报警，称

自己的洋儿媳妇陈某当天在县城

逛街时“走丢”了，希望警方帮助

找回。唐河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

民警立即在陈某逛街的超市附近

走访查找。经过认真细致的排

查，结果陈某还是音讯全无。

原来，张某的长子孙某一直

未成亲，张某四处托人说亲。新

野人梁某听说后，主动将越南籍

女子陈某介绍给孙某。双方见

面觉得满意后，经过和梁某讨价

还价，张某支付梁某近10万元礼
金，将陈某娶回家。社区民警谢

鑫多次到张某家进行家访，并就

跨国婚姻的相关问题逐一讲解，

并委婉地指出了其中可能存在

的问题。

谢鑫的提醒使得张某一家人

加大了对陈某的看护力度，但由

于陈某一直表现出愿意生活在唐

河，张某家人逐渐放松了警惕，并

在陈某的要求下，将陈某的妹妹

介绍给附近一户农家。陈某经常

和妹妹一块聊天逛街，2016年12
月29日，陈某和妹妹再次相约到
县城，结果就失去了踪影。

当天，张某家人立即与介绍

人梁某联系，要求退还礼金，遭其

拒绝。此后，梁某也彻底失去了

联系。

其实，唐河警方当天也立即

赶到新野调查取证，但是已成惊

弓之鸟的梁某早已不见踪影。警

方一方面查找陈氏姐妹的下落，

一方面加大对梁某的调查力度，

并在掌握相关证据后将梁某上网

追逃。

2月15日，梁某被广西警方抓
获，并移交唐河警方。据梁某称，

其伙同他人，采取从越南偷渡的

方式将陈氏姐妹带至国内，并以

索要高额介绍费的方式将其介绍

给农村大龄男青年。

目前，梁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累累累2

“走失”的洋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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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淼 通讯员 代凤

桐柏县法院执行局助理审判

员刘蕊，是该院为数不多的女执

行法官，已在执行岗位上坚守了5
年，她用心血与汗水，践行着一个

法官的为民情怀。

用智慧解决问题

“王玲（化名）在家吗？我是

她的老师。”“哦，是玲玲老师来

了，快请进。”开门后看到穿着制

服的刘蕊，李某立即收住笑容并

想将大门再关上，刘蕊迅速闪身，

挡住了就要关上的大门。

李某是一起共有财产纠纷案

的被告。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桐柏县法院执行局对李某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随后做了大量调查

和查询工作，均查找不到她的任

何财产线索。

数次执行未果后，执行局干

警终于发现了李某的踪迹。为了

不打草惊蛇，刘蕊提出让她来敲

门，李某会放松警惕，于是她便以

李某女儿老师的身份，敲开了李某

家的大门。在刘蕊的劝说下，李某

终于不再逃避，同意去法院解决问

题。最终李某主动与申请人达成

和解，并已全部履行完毕。

用真心为民解忧

“我不管，你们判了就得让我

拿到钱！”调解室里，赵某情绪激

动，说着说着一口气没喘上来，竟

一头歪倒在沙发上。正在处理其

他案件的刘蕊得知情况后，赶紧

到调解室，将赵某扶起来坐好，又

从她随身的口袋里摸出药喂她吃

下，赵某恢复后执意不去医院。

看到赵某还未恢复，刘蕊便

在赵某身旁坐下，和她拉起了家

常。赵某想去卫生间，刘蕊便拿

来了痰盂。看到刘蕊端着倒掉的

痰盂走进调解室，赵某过意不去

了，连忙为自己刚才不理智的言

语道歉，并坦诚地向刘蕊说出了

自己的难处。

听了赵某的话，刘蕊握着赵

某的手说道：“你的难处我们十分

理解，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执行

工作中的难处，我们一定会尽最

大努力尽快帮您执行到位。”看到

刘蕊眼中的关心，赵某也对法院

执行工作有了理解。随后赵某起

身要走，刘蕊不放心，将其送回家

中。

用奉献诠释忠诚

2013年底，存有执行局重要

信息的电脑系统崩溃，数据丢

失。得知数据无法修复后，刘蕊

主动请缨，计划案件补录。要知

道该局全年数百个案卷，全部通

过人工翻阅补录，工作量大得惊

人，再加上时间紧迫，难度可想

而知。刘蕊当然知道任务的艰

巨，但她心里清楚案件信息责任

重大，立马着手补录。最终在大

家的齐心合力下，经过三天两夜

的努力，完成了全部案件的补

录。

作为执行局里少有的女法

官，刘蕊用女性特有的亲和力去

感化当事人，用同是孩子母亲的

心去理解当事人，用坚强勇敢冲

在第一线，用智慧担当来扛起肩

上的责任。虽然这中间有身体长

时间超负荷工作的病痛，有对家

人的亏欠，可刘蕊从未放弃，依然

坚守在执行一线。累累累2

活跃在执行一线的铿锵玫瑰

本报记者 赵黎 通讯员 陈新

阳春三月，当我们来到镇平

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城区中队

时，黄江腾正在院内冲洗特警执

勤车。就是这名90后特警，凭借
着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感人行

为，在今年成功入围“感动镇

平”十大人物提名。略显羞涩的

黄江腾寡言少语，目光却极其有

神，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英气。谈

起那件见义勇为的好事时，他更

是显得极其低调：“我是警察，那

是我应该做的。”

街头救人情憾全城

2016年7月25日早上7点左
右，刚刚结束夜间执勤任务的黄江

腾准备返回中队，在行至南环路与

紫金城路交叉口时，发现路边聚着

一群人。“不好，一定是出事了。”黄

江腾急忙下车查看。

只见一名中年妇女倒在地

上，面部、颈部、大腿处有大量出

血，处于昏迷状态，情况十分严

峻。时间就是生命，有过从军经

历的黄江腾在部队里学习过户外

急救技巧，一番检查后发现该妇

女后颈处伤口很深且血流不止，

如果不迅速止血，恐其有生命危

险。

“快打120！”黄江腾呼喊身边
的群众帮忙，随即脱下贴身穿着

的背心，用力按压在该妇女的伤

口处为其止血。“大姐，你一定要

坚持住。我是警察，你不会有事

的。”黄江腾不断鼓励着受伤妇

女，但剧烈疼痛和过度失血让该

妇女几度昏迷。

此时的黄江腾作出了一个大

胆决定——为争取抢救时间，必

须尽快送往医院抢救。黄江腾招

呼身旁的群众合力将该妇女抬进

执勤车中，并联系医院急救接

应，飞速朝县医院奔去。登记信

息、办理入院、联系家属，黄江

腾忙前忙后一上午，其间一直寸

步不离。

黄江腾见义勇为的事迹很快

在特警大队传开了，大家都对这

个90后小伙子赞不绝口。但在黄
腾江眼里，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

件很平常的事。

工作书写无私青春

2014年12月，退伍的黄江腾
回到老家镇平，顺利考入镇平县

公安局巡特警中队。在他的眼

里，无论是原来在部队时绿色的

军装还是现在黑色的警服，都承

载着他内心至高无上的荣光。

在巡特警中队的日子里，黄

江腾主要负责沪陕高速镇平站的

执勤任务，特殊的工作性质让黄

江腾难有时间照顾到家庭。在一

次紧急任务中，黄江腾连续作战

一个星期没回家，吃在岗哨，住在

警亭。新婚的妻子实在是担心黄

江腾，便独自跑到高速镇平站，远

远望见老公正在烈日下站岗执

勤，顿时流下了心疼的眼泪。她

拿出手机给黄江腾发了一条短

信：“我终于明白你工作的意义和

重要，你是最棒的！”

一天，在高速路口执勤的黄

江腾接到一个农民的求助，该农

民反映自己车上的羊比来时少了

一只，希望黄江腾能够施以援手

寻找丢失的羊。了解了事情经过

后，黄江腾意识到这只丢失的羊

极有可能成为高速路上的安全隐

患，于是他迅速向高速交警汇报

此事，并和战友一起驱车沿路找

羊，最终在彭营高速路段的路中

间发现了这只羊，费了很大劲将

其带离高速，交还农民。

路见危险伸援手

本报讯 （记者吕文杰）3月9日，
镇平县公安局成功查处一起发布虚假

暴恐信息案，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将涉

嫌散布谣言的马某某行政拘留。

2月22日上午，镇平县城发生一
起危害公共安全案，公安机关迅速侦

破此案，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邵某

某。案件发生后，马某某在百度镇平

吧发布暴恐谣言，该行为严重扰乱了

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镇平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城关派出所经

过调查，于3月9日上午，将违法行为人
马某某抓获归案。马某某对其为提高

帖子点击量、编造谣言的违法行为供认

不讳。镇平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之规定，
对违法行为人马某某以虚构事实、扰乱

公共秩序依法行政拘留10天。累累累2

查处暴恐谣言 行政拘留十天

本报讯 （记者王淼 通讯员武书

强 熊建）在南召县经商的四川籍商人

李某在发生交通事故时钱包丢失，多

亏事故处理民警闻讯连夜赶回现场帮

助找到，使李某避免了财产损失。

日前，李某驾驶摩托车返回住处

时，被一辆对向行驶的三轮车撞上，

李某被甩出两米多远，倒在路边绿化

带里，当场昏了过去。南召县公安交

警大队事故中队民警程金元、张运东

和辅警林建岭等闻警而动，赶往现

场，迅速开展抢救伤者、现场勘查调

查等工作，并控制了肇事车辆。

被送往医院的李某经抢救恢复了

知觉后，发现装有现金、银行卡、身

份证和两张订货合同等重要物品的钱

包不见了，焦急万分，请求民警帮他

找回这个装有重要物品的钱包。听完

李某的讲述，张运东、林建岭二人连

夜赶回几公里外的案发现场查找钱包。

时值午夜，民警不顾疲劳驱车赶

到现场，在冷风中用强光手电对现场

所在的路边绿化带搜索查找，经过近

一个小时的仔细搜寻，二人终于将掉

落在杂草和树枝中的黑色钱包找到，

还给了李某。累累累2

商人丢钱包 交警帮找回

本报记者 吕文杰

3月8日，唐河县法院少审庭的法
官们到辖区司法所，对一名适用缓刑

的未成年犯人进行回访、帮教。

去年8月16日，被告人小文伙同
他人，以暴力、胁迫方法聚众强制侮辱

妇女，情节恶劣。因其犯罪时系未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亲属代为赔

偿了受害人一定损失，且被告人当庭

认罪，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依法

对被告人小文酌情减轻处罚，判处其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回访中，少审庭的法官们与小文

及其家长进行了近距离交流，详细询

问了小文近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

各方面的情况，并向其赠送普法图书

及法律手册，希望她能够正确认识自

己的错误，弃恶从善，好好学习，重

新做人。面对法官们亲切的话语、

真诚的关怀和温情的劝导，小文低

着头表示，今后一定会改过自新，

好好做人，不辜负法官和家人们的

关心。累累累2

交 流

本报记者 王淼 通讯员 王云

3月8日，新野县法院少审庭法官
吴雪敏一行来到受害人张某家中开展

庭前走访调查，对其进行了心理疏导，

引导他放下心理包袱，重拾信心，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张某、邹某、李某在同一所技校学

习。邹某与李某是男女朋友关系，但

张某对李某也心生爱慕。一天晚上，

邹某来到张某住处，双方发生争执。

在打斗过程中，怒气之下的邹某将张

某砍伤。

新野县法院的法官收到起诉书

后，根据未成年审判工作实际，开庭之

前，到当事人居住地、就读学校进行调

查和家访，了解当事人的家庭情况、生

活背景、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社会

交往等情况。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张

某终于解除戒备，主动描述案发当时

情景并介绍起他的日常生活以及今后

打算。吴雪敏向张某母亲详细询问了

张某被害后的身体康复情况、心理恢

复情况、工作生活等情况，同时还将心

理辅导专家的联系方式留下，在张某

需要时，可以随时与专家联系。

此次走访体现了少审庭在办理未

成年人案件时对涉诉未成年人的特殊

保护。法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受到当事

人及家人的称赞，吴雪敏表示，将本着

秉公执法、治病救人的法律精神进行

判决，以期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双赢的目的。累累累2

庭前走访

本报讯 （记者吕文杰 通讯员江

毅轩）“我们错了，不该到处逃避执

行，我们这就把钱还上。”3月2日，
卧龙区的“老赖”张某被拘留后才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让其妻子到

卧龙区法院执行局还款结案。

2015年8月，张某被法院判决支
付李某借款本金18000元及利息。卧
龙区法院执行局收到案件后，依法向

张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等执行文书，但是张某为了达到不还

借款的目的，千方百计隐藏行踪，对

执行法官避而不见，不向法院提供自

己的财产状况。3月2日，执行局通

过种种努力，得知被执行人张某在某

洗浴中心洗浴，在洗浴中心将张某带

回执行局。

在执行局，面对执行法官的询

问，张某坚称自己手里没钱还债，然

后又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回答任何问

题。鉴于张某毫无悔改之意，执行法

官决定对其强制拘留。张某被拘留

后，见法院来真的，立即服软，并写

了一份悔过书，希望法院能对其解除

司法拘留。3月2日，张某的妻子将
18000元执行款送到了执行局，执行
人员将执行款送到了申请执行人李某

的手中。累累累2

“老赖”躲猫猫 被拘才服软

3月10日上午，新野县法院少审庭法官来到溧河铺镇第一初级中学，为近千

名师生举办了一场法治报告会，为师生们带来了丰盛的“法律大餐”和浓浓的关爱

本报记者 王淼 通讯员 胡晓飞 鲁丽君 摄

本报记者 王淼 通讯员 游黎 杨峰

这是一个流窜的疯狂盗油团

伙，他们每次作案时，不仅准备有

帽子、口罩和阻车钉等作案工具，

而且面对警方抓捕时，竟然在高

速公路上调头，逆行逃窜，甚至冲

撞警车和民警。新野警方历时半

年多，抓获了其中两人。

去年 5月 26日凌晨 1时许，
两辆无牌照的商务车开到了新野

县王集镇某村路边一个加油站点

后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几名男

子，一人站在路边观察，另一个戴

帽子和口罩的男子从车上拉出一

条管子，手法熟练地接到加油机

底部接连储油罐的接口处。近20
分钟的时间，储油罐内将近9吨、
价值4万余元的柴油被抽空。

当日上午 8时 25分，加油站
老板给其他车辆加油时，发现罐

内柴油已被抽空，急忙报警。

接到报警后的新野县公安局

王集派出所和刑警大队办案民警

立即赶赴现场，通过走访群众、排查

线索、调取多地的监控录像查明，两

辆商务车盗油得逞后，当日早上7
时25分，在河南沈丘驶离高速。

新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经过

综合研判分析，最终确认了侦查

方向。案发半个月后，办案民警

彭磊等人来到河南沈丘，和当地

警方沟通时得知，唐河警方和平

顶山警方都曾到沈丘查案，公安

机关共同指向的目标，正是该盗

油团伙。

沈丘警方说：“我们此前曾对

这个团伙进行过抓捕，但是这个团

伙疯狂到在高速上驾车冲撞民警

和警车。”

今年 1月 19日晚，该团伙的
两名主要嫌疑人张某和欧某被民

警紧紧盯住。当晚10时许，两组
民警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在沈丘

周营乡，一组民警翻墙进入张某

家中，将其抓获。在沈丘一家医

院内，另一组民警化装成医护人

员，将在医院看望病人的欧某顺

利抓获。

二人落网后，民警通过审讯

得知，这个团伙从去年以来，购买

了多种作案工具，除新疆、西藏

外，他们几乎偷遍了全国。日前，

张某和欧某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

批准逮捕，另一名嫌疑人正在抓

捕之中。累累累2

疯狂“油耗子”落网记
■ 执勤一线

社旗县法院的法官

们走到街头、社区，设立

咨询台，开展反家庭暴

力法宣传活动，营造向

家庭暴力坚决说“不”的

社会氛围

本报记者 吕文杰

通讯员 王新兵 摄

■ 干警故事

■ 执行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