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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投弹失手 指导员 3 秒救人
指导员是河南籍 他妈妈第一次看到视频被吓哭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波 张亚林

送上装修大工程
再要求先缴垃圾清运费

郑东新区警方打掉一个以安置房装修为幌子的诈骗犯罪团伙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林冲 通讯员 张斌

崔承亮一把抓起新兵跳入左侧掩体瞬间

图片系网络视频截图

新兵投弹失手，指导员 3 秒救人！被全网点赞的英雄竟然是
我们河南卫辉人！说起儿子勇救战士，虽然事情过去多日，但每次
提及，妈妈仍是忍不住地担心、后怕！

翻过掩体后手榴弹爆炸
妈妈第一次看到视频被吓哭
近日，一段“新兵投弹失手，指
导员 3 秒救人”的视频火爆网络。视
频中，一名新兵正在进行投弹训练，
由于紧张，在手榴弹被投掷出的瞬
间，弹体从新兵手中滑落并滚落在
两人的脚下。危急时刻，在一旁担任
安全员的指导员崔承亮一把抓起新
兵跳入左侧掩体，同时用自己整个
身体护住战友。几乎在同一时刻，手
榴弹轰然炸响。一阵浓烟过后，两人
安然无恙。从发现险情到成功处置
前后不到 3 秒。
“干得漂亮，这才是中国军人！”
“这就是中国军人的速度，为指
导员点赞。
”
“生死关头，英勇无畏，保护战
友胜过一切！为大义凛然的英雄指
导员请功！”
据了解，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的
这位英雄名叫崔承亮，现任武警河
北总队张家口支队教导队政治指导
员。12 月 21 日上午，在河南省卫辉
市柳庄乡枣林村，崔承亮的妈妈告
诉记者，看到视频中自己儿子救人
的视频后，虽然知道孩子平安无事，
但还是没有忍住失声大哭。崔承亮
的妈妈擦着眼泪说：
“这都是一眨眼
的工夫啊！人说没有都没有了，当娘
的咋会不担心？后怕……后怕……”

从小身体素质就好
大学毕业后执意参军
“有惊无险！俩人都安全，我也
可高兴，孩子给卫辉争光了，俺家亲
戚都给儿子点赞了！”崔承亮的妈妈
在担心过后也非常自豪。惊险瞬间，
崔承亮一把抓起一百多斤的新兵战
士跃掩体而过。崔承亮的妈妈说，
“俺孩儿的身体素质可好，有劲，从
小都好锻炼。
”
崔承亮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在妈妈的记忆里，他从小就喜欢
运动。
“ 承亮小时候早上起得可早，
都是到河沿上‘哈、哈’喊着练拳。俺

家那时候喂了几只羊，都是承亮爬
树上给我掰树枝。”崔承亮的妈妈
说，直到大学毕业了他还把同学们
不要的健身器械从郑州搬回了家，
整天在院子里锻炼。
崔承亮的父亲崔海曾经也是一
名军人，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父子俩的血液中都流淌着保家卫国
的热血。崔海告诉记者，承亮大学
期间学的是计算机专业，2012 年 7
月从郑州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急着
找工作，而是执意等到了 9 月，应征
当了兵。
崔承亮也确实是当兵的料，在
新兵集训队，崔承亮就脱颖而出，先
后荣获体能 3000 米跑竞赛第一名、
体能五项全能竞赛第一名的好成
绩。经过一年的学习后，2014 年 6 月
顺利提干。

每年都有立功喜报
家人连线：你给家乡争光了
“去年这个时候就送立功喜报
了，估计今年还得送！”卫辉市柳庄
乡枣林村民兵连长王武民对崔承亮
的父亲打趣道，
“今年承亮又勇救战
士，这不又得立功！”王武民告诉记
者，在自己的记忆里，承亮自打参军
入伍后年年都立功受奖，去年春节
前，部队、武装部领导就热热闹闹送
来了崔承亮的三等功喜报。
据了解，崔承亮因工作突出先
后被评为优秀士兵、总队优秀学员、
总队优秀教练员、支队优秀基层干
部等荣誉。因工作成绩突出，2019
年 12 月 15 日荣立三等功一次。崔承
亮的妈妈也从家里的纸箱内抱出了
一摞荣誉证书。
12 月 21 日上午，崔承亮的妈妈
再次和儿子视频通话。“这次你给
咱家人争光了、给咱卫辉争光了！
亲戚都为你点赞……以后一定要注
意士兵的安全、注意自己的安全。”
崔承亮的父亲也接过手机，鼓励儿
子道：
“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被部队
培养多年，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
出，你做得非常好！”

本报讯 骗子伪造村委会公章，以
帮忙承接本村安置房集体装修为幌
子，诈骗某装修公司 110 万元。自认
为接了个大单的装修公司进村宣传时，
反被村民当成骗子。直到民警找上门，
装修公司负责人才知道上当受骗。日
前，
郑东新区公安分局打掉一个以提供
安置房集体装修为幌子实施诈骗的犯
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3 人。
赵某是郑州某装修公司负责人，
2020 年 8 月，通过中间朋友介绍，赵某
认识了一名社会闲杂人员郑某，郑某
自称在郑东新区豫兴路办事处某村有
关系，
可以帮赵某顺利揽下该村数千套
安置房集体装修工程。赵某觉得商机
不错，
有些动心，
但转念一想，
这么大的
项目，怎么可能简单几句话就能办成。
在发现了赵某的疑虑后，郑某向其介
绍了一名自称为该村村干部的李姓男
子，李某还向赵某出示了一份盖有该
村村委会公章的委托装修合同协议，
并带着赵某到安置区现场进行查看。
几次三番下来，赵某逐步打消了
顾虑，很顺利地与郑某、李某要求的一
家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合同一签
订，郑某、李某马上就以工程需要先行
支付每户 1000 元钱的垃圾清运费和
管理费为由，从赵某处索要钱款，合计
110 万元。此时的赵某浑然不知自己
早已掉入了骗子精心设计的圈套，
2020 年 11 月，赵某开始组织工作人员
进村宣传装修项目，
并进行前期登记。
赵某的宣传引起了该村村民和村
委会的警觉，大家觉得赵某的公司是
诈 骗 团 伙 ，就 向 公 安 机 关 进 行 了 举
报。接警后，郑东新区公安分局迅速
抽调警力组成调查组展开了工作。
经初步调查，该村二期实有村民
安置用房 1800 余套，村民委员会从未
有过要为安置房集体装修的计划，更
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此项工

作。那么这些人为何又要打着幌子进
行宣传？他们的目的到底何在？针对
这一情况，豫兴路派出所民警随即将
调查的重点放在了装修公司身上。随
着调查的深入，很快该装修公司的负
责人赵某进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在
经过对赵某的进一步调查后，侦查员
发现，赵某在郑州长期从事建筑装修
业务，结合前期调查取证情况，侦查员
迅速认定郑某、李某、刘某等三人具有
重大作案嫌疑，并立即将工作重点放
在了他们的身上。通过大量工作，很
快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浮出了
水面，2020 年 11 月 29 日，在指挥部的
统一指挥下，侦查民警分三路分别将
李某、郑某、刘某成功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郑某在得知郑
东新区某村安置房即将分配的消息
后，盯准广大村民有装修需求这一情
况，便经刘某介绍，与该村邻村的村民
李某相识。三人经密谋协商，利用李
某系本地村民的身份，编造可以帮助
承揽 1800 套安置房集体装修的幌子，
伪造村委会公章、虚构委托施工协议，
开始寻找作案目标，并最终对受害人
赵某实施了犯罪。赵某之所以对三名
犯罪嫌疑人深信不疑，除了郑某等人
陪着实地查看安置区、安置房外，最重
要的就是那份盖有村委会公章的装修
委托协议，加上李某系本地村民，自称
有能力协调很多关系承揽工程，最终
这一枚假公章、一份假合同，差些让赵
某血本无归。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郑某、刘
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郑东新区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警方也在此提醒，当
前各种以介绍工程、转包项目为由的
噱头花样繁多，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
捂紧钱袋，切不可盲目轻信那些所谓
的关系与“自己人”。一旦发现被骗，
要及时搜集固定证据，
及时报警求助。

商丘一男子爬广告牌欲跳楼

消防员高空劈叉劝说1小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曹强强
本报讯 12 月 18 日上午，商丘市
119 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梁
园区港汇万达楼顶上有一名男子欲跳
楼轻生，情况危急。接警后，消防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到场后，
消防人员发现该男子趴在
楼顶边缘的广告牌架上，
情绪非常激动，
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根据现场情况，
消防人员立即在轻生男子正下方的地面
上铺设救生气垫，并携带绳索、腰带、缓
降器等救援工具赶到楼顶实施救援。
男子看到消防人员后，情绪十分激
动，不让消防人员靠近。为了安全起
见，消防人员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后，携
带救援腰带和绳索，徒手攀爬广告架向
男子靠近，以高空劈叉姿势不停地对其

劝说，稳定其情绪。经过消防人员和家
属以及现场民警近 1 小时的劝说，该男
子终于同意下来。
消防人员将救援腰带、绳索和头盔
给该男子穿戴好后，
经询问家属得知，
其
患有心脏疾病，消防人员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将保险绳的一端解开扔到楼顶，
在楼顶的人员将药物和葡萄糖水挂在保
险绳上，
垂直拉到上方给男子服用。
由于天气较冷，考虑到该男子没有
体力自行返回楼顶，消防人员立即将缓
降器悬挂到广告牌架子上端，利用缓降
器将男子慢慢地降到地面，成功将其救
下。经现场医务人员初步检查，该男子
身体并无大碍。目前，事发原因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