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桌上起冲突，
将人打伤致死

2003年2月7日中午，沈
某家中开了两桌酒席，年仅19
岁的沈某和哥哥分别在两个房
间与亲友吃饭饮酒。当天15
时许，与沈某哥哥饮酒的同村
村民茹某，突然来到沈某的酒
桌上与沈某发生冲突。两人被
亲友拉开后冲突并没有平息，
沈某随即从家中拿出一根铁棍
追赶茹某，将茹某打倒在地后，
又向其头部连击数下。

见茹某倒地不起，沈某酒
醒大半，收拾行李后向母亲要
了1000元钱要逃跑，同桌酒
友骑摩托车将其送往洛阳市
区。在牡丹桥南头下车后，沈
某拖着行李箱离去。他想不到
的是，再次踏上故土已是17年
后，而他畏罪潜逃的行为也连
累家人、朋友受到法律惩处。

当年案发后，宜阳县公安
局接警后立刻组织民警前往调
查并组织抓捕，但还是比沈某
晚了一步。沈某回忆，他与朋
友分开后，立即乘坐汽车逃往
郑州，在郑州待了一天后又乘
坐火车逃往兰州。“到兰州时，
想知道茹某伤得咋样，打电话

问家里亲戚后才知道茹某死
了。”沈某落网后说，得知这个
消息后他非常害怕，马不停蹄
逃往新疆。随后，沈某辗转新
疆、陕西、广东、海南等地，希望
躲避民警的抓捕。他不知道的
是，在他逃亡期间，他的母亲和
朋友因犯包庇罪，均被法院判
刑。

民警锲而不舍追逃，
嫌犯终于落网

沈某落网时，使用的“身份
证”姓名是“易某”，籍贯为安徽
省蚌埠市。“‘身份证’不到万不
得已从不会使用。”沈某供述，
他逃跑后不敢用自己的身份
证，在网吧捡过几张，因为照片
不像也不敢使用。四五年前在
广东逃亡时，才花钱做了一个
化名“易某”的假证。

逃亡期间，沈某从不敢待
在一地超过半年，平日见到警
车就感到害怕，听到警笛就心
惊胆战。他一般在建筑工地打
零工、不敢办银行卡，电话卡也
是工友代办的，更不敢与人发
生争执。有次被车撞伤，对方
要报保险并送他就医，沈某赶
紧拒绝，让对方给他100元后

匆匆离开。
17年来，专案组民警始终

没停下对沈某的追捕，民警不
断联系沈某亲友了解情况，发
现沈某竟从未与家里联系过。
专案组民警每年都会带着沈某
潜逃前的照片，前往省公安厅、
公安部做人像比对，再根据比
对结果，对相似度较高的对象
进行调查核实，但一直未果。

直至今年6月底取得突破
性进展，广东东莞警方传来消
息，该市一工地一名叫“易某”
的男子，疑似沈某。6月29日，
专案组民警赶往东莞。而恰好
几天前，沈某在工地上遇到当
地民警调查一名工友涉及的交
通事故后，当天便离开了工
地。随后几天，洛阳警方在当
地警方的支持配合下，沿着沈
某逃跑轨迹一路追踪，最终于
7月2日上午，在湖南省株洲市
街头，将沈某抓捕归案。

“国家发展这么快，可我连
高铁、地铁、飞机都没坐过。通
过抖音，我看到家乡越来越美，
却不敢留言点赞。希望像我一
样的人，能够早日投案自首。”
落网后，沈某对其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伤人致死逃亡17年 听见警笛就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李曼 通讯员 赵利军

日前，在宜阳县公安局讯问室内，潜逃17年的宜阳县锦屏镇乔岩村村民沈某，在吃到民警
为他买的羊肉汤、肉夹馍等家乡饭后流下了眼泪。2003年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沈某与同村村
民茹某在酒后发生争执，沈某持铁棍将茹某打伤致死后潜逃，这一逃便是17年。2020年7月
2日，经过17年的追捕，宜阳县公安局民警根据线索在湖南省株洲市将沈某抓捕归案。

生死时速！惊魂7分钟！

洛阳这群医护拉回一条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韶萌 通讯员 陈俊才

本报讯 今年以来，伊川县
公安局按照“打防并重，防范为
先”的原则深入全县，使宣传和
排查全覆盖，使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宣传人人皆知，最大限度
地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
生。

2020年8月5日，伊川城
关街道办居民李某芳将一面锦
旗送到伊川县公安局城关派出
所，对民警破获一起诈骗案并
挽回经济损失6万余元，表示
感谢。

2020年3月份，张某民假

冒栾川县宣传部长纪某的身
份，让受害人李某芳对其产生
信任。随后张某民谎称他人
上网造成网络中毒与受害人
李某芳有关，以为李某芳摆平
案件和散布不良言论为威胁，
利用十几个不同身份对李某

芳进行恐吓诈骗，前后共计骗
取钱财 6万余元。接到报警
后，城关派出所组织警力一路
追查，通过缜密侦查和精准研
判，7月26日城关派出所民警
将张某民一举抓获。经审问，
张某民对其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之中。

伊川县公安局在此提醒：
法律是公平公正的，触犯法律
就要被依法处理，放弃幻想，认
清事实，莫要触犯法律底线。

伊川县公安局在“清风利剑”行动中查获一赌博窝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崔琦

本报讯 赌博是一种严重
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沉迷
赌博的人轻则影响个人的正常
生活，重则导致妻离子散，家破
人亡，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

2020年7月30日下午，伊

川县公安局白元派出所所长韩
卫国收到特情反馈信息，伊川县
鸣皋镇中溪村一民房内多次出
现有人聚众赌博现象。收到信
息后，韩卫国立即向伊川县公安
局局长李伟东进行了汇报，李伟

东指示要加大侦查力度，采取异
地用警，坚决予以打击。

白元派出所全体民警、辅
警，一路在鸣皋镇中溪村外围待
命，另一路到该村赌博地点周边
侦查。8月1日凌晨，不断有车

辆到达聚赌地点，有多人进入聚
赌地点院内开始赌博，聚赌人员
行动都非常小心。8月1日凌晨
2点钟，当最后一批参赌人员进
入赌博窝点，正准备关门时，蹲
点的民警冲进该赌博窝点院内，

将参加赌博的姜某飞等八人当
场控制，并当场提取赌博用的古
牌一副，赌资5万余元。

经询问，参赌人员对聚众赌
博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伊川县公安局破获一起诈骗案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崔琦

宜阳乔岩村一村民被追捕期间不敢与人发生争执，还连累母亲朋友因包庇罪被判刑

本报讯 8月13日下午，由
洛阳市律师行业党委、洛阳市
律师协会主办，洛阳市律师协
会青工委承办的“青春思辩，我

心向党”助推洛阳副中心城市
建设，洛阳青年律师辩论赛决
赛暨闭幕式在洛阳市司法局举
行。

本次辩论赛是为了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积极响
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提升青年
律师的业务技能、促进行业发
展、更好地激励广大青年律师
苦练业务，投身强国伟业，为实
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贡献
行业力量。

辩论赛历时一个多月，参

赛队伍来自全市25家律所，自
7月1日开始，连续举办了三轮
预赛、一轮半决赛、一轮决赛共
27场比赛，围绕刑事、民事、行
政案例，社会热点问题及律师
行业发展等辩题展开激烈辩
论，通过辩论对律师事务所如
何更好地培养青年律师及青年
律师如何更好地发展具有深远
意义。最终，来自河南大鑫律
师事务所的大鑫辩论队摘得桂
冠。河南张振龙律师事务所荣
获亚军，河南广文律师事务所

的辩论队荣获季军。反方张振
龙所的三辩王迎鸽获得最佳辩
手殊荣。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
等其余22家律师事务所荣获优
秀组织奖，武黎明、冀雅娇、栗倚
龙、豆岩森、郭帅波等17名辩手
荣获优秀辩手奖，韦铭轩、毛娟、
邓玉中、许利涛四位领队荣获
最佳领队奖。

河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
洛阳市律协会长王红举说，辩
论赛是对青年律师的一次考
验，在辩论赛中，既要凝聚法律

的智慧，还要有社会的实践，展
现了洛阳青年律师风采。闭幕
式上，洛阳市司法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牛振宇致辞，他表示，青
年律师辩论赛是一项很有意义
的活动，展示了青年律师的风
采。青年律师是律师行业的未
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
会对青年律师既要关心、关爱，
又要严格要求，切实加强教育
引导，努力培养一支政治坚定、
法律精通、维护正义、恪守诚信
的优秀青年律师队伍。

“青春思辩，我心向党”，洛阳青年律师辩论赛圆满落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实习生 赵家卉 通讯员 赵宏江 文图

辩论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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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医生，救命！”6月
9日上午10时42分，洛阳中信
中心医院上演惊险一幕，一名
老年男性在门诊大厅晕倒，口
吐血沫，不省人事。

此时，恰巧路过的门诊部
副主任马亚若听到呼救，急忙
跑到患者身侧，紧接着急诊科
副主任医师杨红生和护士长焦
康康、护士刘鹏飞拿上设备飞
奔而来，赶到现场。

1分钟后 患者意识丧失，
口吐血沫，牙关紧闭，面色青
紫，颈项强直，四肢抽搐，这些
都符合癫痫发作的症状。杨红
生了解到患者和家属都没有癫
痫家族史，确认患者近日没有
接触任何毒物后，初步诊断：癫
痫发作。

2分钟后 马亚若与焦康
康在手中没有专业设备的紧急
情况下，用针管拨开患者的嘴，
把纱布放入，充当口咽通气道，
以防患者咬伤舌头。

3分钟后 马亚若顺利为
患者静脉穿刺。杨红生下口头
医嘱，让刘鹏飞缓慢静脉注射
地西泮针20毫克。此时，心内
科主任鲁林春、重症监护室副
主任付明森赶到了，两人查看
患者情况，确认心脏物理检查

没有明显异常，血压正常。鲁
林春考虑患者是脑血管病。

4分钟后 经过一番紧急
救治，患者的指脉氧已达97%，
面色转红润。

5分钟后 患者抽搐再度
严重发作，口吐血沫。几位主
任一致判定：“先转ICU！”医护
人员把患者抬到早已备好的担
架床上，ICU的医护人员也已
把门打开待其进入。

7分钟后 患者被推入重
症监护室，麻醉科医生已赶到
场。付明森指导重症监护室医
护人员进一步抢救治疗，病人
终于神志转清脱离危险。

杨红生他们这才了解到，
一个多小时前患者在家里恶心、
呕吐，随后昏迷，家属呼之不应，
送他来中信中心医院就诊。五
年前，患者曾患有脑梗塞。很
快，脑CT检查结果也出来了，
患者并没有脑出血。重症监护
室主任兼神经内科一病区主任
路朝勋会诊后，考虑患者是脑卒
中所致的癫痫持续状态。

从患者进入医院大厅到转
送至重症监护室，仅用时七分
钟，先后有十几名医护人员参
与救治，让其脱离生命危险。

“很荣幸，我是这其中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