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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 4 名学生 好老师被撞罹难
在护送学生们过马路时，李芳老师面对危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学生
处提醒孩子红灯停，绿灯行。李芳老
师负责护队，将孩子们护送到街上。
当时马上要变红灯，我就站在那里，让
孩子们停下来。忽然就听到轰隆一声
巨响，我转身过来，就看到有 4 个孩子
躺在地上，李芳老师也躺在地上，我冲
过去后，
她已经不省人事。
据现场一名目击者说，当时很多
家长都在接小孩。那几名小孩子当时
就在那名老师的身后，要不是她推开
那几名孩子，那几名孩子就有生命危
险了，老师被撞出去有两三米远。
“因
为路口是个下坡，那辆摩托三轮车速
度比较快，估计后来也是无法刹车了。
撞人后又冲了好远，最后车头撞上三
层台阶才停下来。”
该名目击者说。

救助：4 名学生无大碍，李老师
却永远离开了她的学生

最美的李芳老师

网友供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
讯员 董圆圆

被摩托三轮车严重撞击，倒地昏迷不
起，
另有 4 名学生受伤。

本报讯 6 月 13 日凌晨 4 点 40 分，
虽经全力救治，在危险来临时推开学
生自己被撞的李芳老师医治无效，因
公殉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
市委书记乔新江第一时间作出批示：
李芳老师不幸因公殉职，令人悲痛和
惋惜，特致深切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
慰问。浉河区和市卫生、教育部门要
全力以赴做好受伤学生的救护治疗工
作。
6 月 11 日 17 点 30 分，信阳市董家
河镇绿之风小学正常放学，二年级语
文老师李芳随队护送学生从校门自西
向东安全回家，途中经过一个红绿灯
十字路口（距学校 50 米）。17 点 51 分
左右，护路队行至红绿灯路口，学生按
绿灯指示有序通过。突然，一辆装满
西瓜的深红色无牌照摩托三轮车自北
向南闯红灯向护路队急速驶来，且毫
无刹车迹象。情况万分紧急，李芳老
师一边大声呼叫学生避让，一边冲上
前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学生，并奋力
地将学生推开。不幸的是，李芳老师

讲述：李老师说“快点走”，跑
着推开那 4 名同学
“当时我站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一辆三轮车冲下来，我看到老师跑过
去把同学推开后，转身挡在学生的前
面，三轮车车头撞向了她，她当时就昏
倒在地。”昨日，在距离信阳市浉河区
董家河镇绿之风小学不到 50 米的红
绿灯处，目睹事发一幕的五年级学生
小曹告诉记者，当时有 4 名同学走在斑
马线上，走到一半，因为快要变红灯
了，老师就让后面的同学站在斑马线
处等待。这时，一辆三轮车从马路上
冲过来，李老师就说“快点走”，没有任
何犹豫就跑着推开那 4 名同学。
昨日下午，记者在学校门口见到
了和李芳老师一同护送学生的张老
师 。 提 及 李 芳 老 师 ，张 老 师 泣 不 成
声。据张老师介绍，她当时负责站在
路口提醒学生过红绿灯。
“孩子们有时
不爱看红绿灯，我是负责站在斑马线

事故发生后，在场教师立即拨打
了 120 急救中心电话和 110 报警电话，
董家河镇中心学校及绿之风希望小学
领导班子成员第一时间赶至事故现
场，并将相关情况向浉河区教体局主
要领导报告。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后，因
董家河镇离市区较远，考虑到受伤师
生情况，学校立即安排车辆将受伤的
李芳老师及 4 名受伤学生送往急救中
心安排的信阳一五四医院进行救治。
同时，区教体局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
员也赶往一五四医院等候，并与院方
协调受伤师生救护事宜。18 点半左右，
受伤师生到达一五四医院。
经一五四医院初步检查诊断，4 名
被李芳老师救护的学生暂无大碍。为
确保学生安全，4 名学生于 19 点半左
右被转移至市中心医院。市中心医院
安排专家对受伤学生做了进一步诊
断，其中一名学生头部缝了 6 针，另外
3 名学生均为较轻外伤，4 名学生均安
排有专人一对一协助看护。
李芳老师经一五四医院 CT 检查，
诊断为脑部颅骨骨折，脑组织大面积
出血，于 20 点被转至市中心医院。经
过全体医护人员的奋力抢救，还是未
能挽救李芳老师的生命，李芳老师于 6
月 13 日因公殉职。
昨日上午，大河客户端第一时间
发布该消息后，立刻引发网友热议和
转发，众多网友纷纷表达了对李老师
的敬意和痛惜之情。

李芳老师，女，1969 年 5 月出
生，1989 年毕业于原信阳师范学校
后，被分配至董家河镇谢畈小学任
教，谢畈小学撤校后被分配至绿之
风希望小学任教至今。李芳老师
任教期间，爱护学生，团结同事，服
从领导，勤恳工作，无私奉献，教育
教学成绩突出，受到学生家长及同
事一致好评。

许昌供电补强电网迎峰度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杜文育
通讯员 焦永生
本报许昌讯 6 月 12 日，许昌供电
公司 110 千伏台庙变电站完成送电任
务，顺利投运，为长葛市东部乡镇居民
今夏用电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即将
到来的夏季用电负荷高峰，许昌供电
公司加强电网补强工作，积极消除电
网薄弱环节，全面提升电网整体受电
能力，
提高电网供电可靠性。
结合电网夏季运行情况以及各县
局的负荷预测，许昌电网今夏网供最
大 供 电 负 荷 预 计 为 268 万 千 瓦 ，较

2017 年最大负荷增长 9.5%。受快速
增长的用电负荷影响，负荷高峰时段
区域性供电缺口仍将存在，电网供电
形势仍不容乐观。
面对度夏供电严峻形势，许昌供
电公司以问题为导向，专门开展了迎
峰度夏专题调研。针对调研发现的电
网薄弱环节，该公司完善补强措施，安
排部署 220 千伏薛坡扩建、110 千伏台
庙扩建工程等 67 项迎峰度夏工程，涉
及主网项目 9 个、农（配）网项目 58 个，
全面提高电网供电能力，进一步保障
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
稳有序供应。

为保证度夏工作如期完成，许昌
供电公司明确迎峰度夏工程建设时间
节点，全面开展工程建设。该公司还
对度夏工程建设情况实行动态考核，
定期公布各项工程的进展情况，奖勤
罚懒，确保工程按期完工。在加快施
工进度的同时，该公司进一步加强现
场安全管理，执行监督、监护和标准化
作业制度，排除一切不安全、不合理因
素及各种安全隐患，保障安全生产。
该公司还成立了工程督导办公室，不
定期进行督导检查，确保度夏工程的
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

“黑保安”
“黑物业”
“黑出租车”
“黑中介”
“黑渣土车”
“黑停车场”

郑州警方再
“亮剑”
强扫
“六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一川
通讯员 闫亚平 王洪岩

本报讯 今年年初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郑州警方严打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取得了阶
段性胜利，尤其是针对打击非法收车违法犯罪的
“铁拳”行动成效显著。6 月 13 日上午，郑州警方
召开新闻通气会，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
奎业及犯罪侦查局局长马会强等相关负责人先
后通报了全市公安机关近阶段扫黑除恶“铁拳”
行动开展情况，并介绍了“亮剑”行动的部署开展
情况。
从今年 3 月 14 日开始，郑州公安机关开展了
“铁拳”行动，集中打击非法收车违法犯罪活动。
行动开展三个月来，全市共打掉非法收车团伙 30
个，抓获非法收车人员近 300 人，破案 600 余起，
有效遏制了突出的非法收车违法犯罪。现在这
一违法犯罪活动在郑州市基本绝迹，5 月份以来
全市仅接报 2 起非法收车警情。
同时，郑州警方坚持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
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打掉了一批把持和操纵基层政权、侵吞农
村集体财产，敲诈勒索周边厂矿企业、强揽工程
的“黑村官”和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
霸一方、欺压百姓的“村霸”
“ 乡霸”。截至目前，
郑州市已打掉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10 余个，
抓获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嫌疑人近百名。
为进一步突出重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郑州警方将从 6 月份开始持续到年底，组织
开展“亮剑”行动，集中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和
“六黑”
违法犯罪。
一是重点打击以下 4 种农村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把持和操纵基层政权、侵吞农村集体财产，
敲诈勒索周边厂矿企业、强揽工程的“黑村官”及
“幕后推手”；采用贿赂、暴力、欺骗、威胁等手段
干扰破坏农村基层换届选举的黑恶势力；以各种
名义在建设工程、城中村改造等过程中煽动群众
闹事、堵门堵路，组织策划群体上访的黑恶势力；
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百
姓的
“村霸”
“乡霸”。
二是打击以下 6 种群众身边的违法犯罪：
“黑保安”，打击冒充保安或超越保安职责，插手
经济纠纷站队、聚众造势的黑恶势力。
“黑物业”，
打击恃强凌弱、欺压业主的物业管理“幕后黑
手”。
“ 黑出租车”，打击没有取得营运资格、扰乱
出租车市场管理秩序的“黑出租车”，深挖幕后。
“黑中介”，打击医托、黑 120、黑旅游等侵害特定
人群利益的“行霸”。
“ 黑渣土车”，打击违反特种
车辆管理规定、没有取得运营资格、扰乱市场经
营秩序的“黑渣土车”。
“ 黑停车场”，打击强行收
取高额停车费的停车场和自行圈地、坐收费用的
“停车场”。
警方呼吁广大群众要积极检举揭发农村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和“六黑”违法犯罪，积极参与到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积极同违法犯罪做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