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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汤阴一女
孩与家人发生争吵后，情绪激
动欲跳河轻生，眼看越走越
深，水要没过胸口，汤阴警方
风驰电掣赶来，拿着救生圈，
踩着厚积的淤泥艰难向前，将
女孩成功救了上来。

7月17日9时20分，汤阴
的李先生和朋友驾车从铁东
路汤河桥下经过时，突然看见
东侧河道里站着一名年轻女

性，离岸边三四米远，水已没
过大腿。李先生和朋友下车
大喊，让她赶紧上岸，但对方
毫不理睬，边哭边缓慢向河中
央走去。很快，女孩的母亲也
赶来规劝，但女孩逐渐激动起
来，加快步伐向河中央走去，
意图轻生。李先生赶紧拨打
110求助。

9时40分，汤阴县公安局
巡特警大队民警石泽昊带领3

名辅警丁笑宜、原文超、王国
杰一路风驰电掣赶到现场。

一下车，顾不得脱下身上
的衣物和鞋子，石泽昊和丁笑
宜套上救生衣，拿起救生圈向
女孩的方向飞奔而去。

此时的汤河河道底部满
是厚厚的淤泥，并且最深处河
水到底有多深，谁心里也没
底。眼看水已经没过女孩胸
口，焦急的石泽昊大喊：“赶紧
回来!有啥事想不开，跟我说!”

好在女孩听到民警喊话
停止了前进。石泽昊加快脚
步，一个探身将救生圈套在她
身上，与紧随其后的丁笑宜紧
紧拽着她的胳膊，搀扶着往岸
边走。

上岸之后，女孩母亲搂着
孩子失声痛哭，原来女孩与家
人发生争吵后一时想不开，动
了轻生的念头，好在营救及
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随
后，女孩在家人的陪伴下安全
回家。

危急！汤阴女子跳河欲轻生
警方风驰电掣救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石小雨 文图

女孩成功获救

本报讯 近日，林州市公
安局开元派出所接到群众邓
先生报警称，自己的微信账户
被盗刷资金205500元。值班
民警立即对案件展开调查。

经详细询问邓先生，民警
了解到：今年5月份以来，邓先
生在林州市开元区某工地办
公，其间，工地技术员方某经
常借用邓先生的手机来看工

程图纸，为了方便，邓先生就
将自己手机的开机密码告诉
了方某。

7月5日上午，邓先生发
现自己微信账户内的钱被人
转走了，便急忙质问方某，方
某矢口否认，随后就借口逃走
了，并将邓先生的微信号拉
黑。邓先生查看微信账单后
发现自己微信账户以及绑定

的银行卡共计205500元钱都
被转走了，随后报警。

办案民警认真梳理了案
件线索，立即围绕方某展开了
追查，并于7月15日晚上将犯
罪嫌疑人方某抓获。

经审讯，方某对转走邓先
生微信账户内资金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
步调查当中。

微信账户被转走20多万元 嫌犯竟是工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崔守跃

本报讯 滑县一夫妻离
婚后，双方争夺孩子抚养权闹
上法庭，滑县法院执行干警设
身处地地释法明理，圆满执结
案件。

据该院执行法官告诉记
者，程某与苏某协议离婚，二人
约定儿子由父亲程某抚养，女
儿由母亲苏某抚养。离婚后，
程某却拒绝将女儿交于苏某抚
养，苏某遂将程某诉至滑县法
院，主张女儿的抚养权并胜诉。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

行干警林坤电话联系被执行
人程某，敦促其尽快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但
是程某表示女儿跟随自己一
起生活更有利。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但孩子才3岁，她需要妈妈,
孩子不应成为父母争夺利益
的牺牲品!你这样做，让孩子生
活在父母的夹缝中，是让孩子
背负‘爱的绑架’！”一方面，执
行干警设身处地、入情入理地
分析利弊，另一方面，严厉告

知其不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
行的法律后果，对被执行人释
法明理，被执行人苏某听后有
所动摇，表示再考虑一下。

林坤趁热打铁，前往被执
行人苏某的家中，说服苏某的
父亲，让其给儿子做思想工作。

次日，被执行人苏某主动
电话联系执行干警，同意将女
儿交由程某抚养，并积极配合
程某办理了孩子的户口迁移
手续。至此，该起抚养权纠纷
案件圆满执结。

设身处地来劝解 案结事了解心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黄靖静

本报讯 7 月 21 日上
午，安阳交警支队在汤阴开
展了“四位一体”道路交通
事故应急救援培训。

安阳交警支队、汤阴中
西医结合医院、汤阴县消防
救援大队、汤阴三支义务社
会救援机构参加了此次培
训活动。

汤阴县中西医结合医
院急诊科医师为参训人员
阐述了现场救护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对心肺复苏
（CPR）、创伤包扎、止血、骨
折固定处理等一些事故现

场急救必备知识，尤其是对
事故处理中伤员外伤受伤
部位判断、常见的头部外
伤、骨折、颈椎受损等伤情
如何做好前期处置进行了
重点讲解。

汤阴消防救援部门人
员详细讲解了车辆的基本
构造及材料构成，发生事故
后的常见状态及救助伤员
的常识，在交通事故现场救
援工作中破拆、牵引等专业
救援工具的使用方法等相
关救援知识。

安阳交警举办
“四位一体”应急救援培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高翔

本报讯 随着企业陆续
复工复产，安阳商都农商银
行以“百日营销竞赛”活动
为契机，不断积极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驱动“党建引领”

“产品创新”“重点客群”三
驾马车，快速反应，主动担
当，深入贯彻金融惠企政
策，累计发放支持企业复工
达产贷款14.5 亿元，帮助
87家企业顺利实现复工达
产，竞赛期内新发放支农支
微贷款857笔16835万元，
扎实做好复工复产企业的
资金需求。

党建引领，凝聚合力。

该行在支持企业复工达产
过程中，多次召开党委会及
专题会议，以最快反应、最
大限度降低疫情带来的不
利冲击，为企业和群众纾忧
解困。同时，各基层支行党
支部分别与辖内村支部全
力构建“党建联盟+普惠金
融”双基联动服务模式，全
力支持乡村振兴和企业复
工达产。

该行在此次活动中坚
持传统营销方式不放松，谋
求营销策略新突破，通过创
新营销手段，助力活动取得
新成效。

安阳商都农商银行驱动“三驾
马车”全力支持复工达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郑江龙

本报讯 7月 16日深
夜11时，内黄县东庄镇小
故县村48岁的杨先生突然
感觉头晕伴耳鸣、恶心、呕
吐，家人立即开车把他送到
内黄县人民医院入住神经
内科三病区。经科值班医
生王静坤确诊为“后循环梗
塞”，并立即实施药物治疗。

考虑到药物治疗比较
慢，又容易合并其它疾病，
急诊介入手术是最佳选择，
由于该院目前尚无法及时
进行手术，王静坤建议家属
立即转诊到上级医院。

因来得匆忙，杨先生家

人并没有带多少钱。已是
午夜时分，借钱困难，而救
治病人的“黄金时间”有限，
一时间，杨先生一家急得团
团转。“我手机里有钱，先借
给你们 5000吧！”见此情
景，王静坤毫不犹豫地说，
并通过微信将5000元钱迅
速转给病人家属。病人家
属再三感激。

据记者了解，杨先生转
院后，病情很快得到了控
制。病人家属对王静坤高
尚的医德赞不绝口，再三打
电话和发微信表示感谢，并
于次日归还了所借款项。

医生借出“救命钱”
病人及时得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徐芝蕙 通讯员 张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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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校与广东好来客集
团有限公司合作到期，现公
示以下内容：凡因向世纪学
校幼小餐厅供货的个人、个
体或公司，广东好来客集团
有限公司有欠款行为的，于
2020年 7月 25日凭欠款票

据到学校进行登记，联系电
话 18568888768。 逾 期 不
再登记，逾期所发生的纠纷
学校不再负责协调解决。

林州市世纪学校
2020年7月22日

告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