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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田中）近
日，武陟县警方从吉林省图门市成功解救
一名被骗卖儿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卖
掉这名儿童的人竟是他的亲生父亲。

今年 7月份，武陟县公安局民警在大
走访活动中接到该县龙源镇一老年夫妇
求助：他们原有一对双胞胎孙子，但其中
一个在半年前离奇失踪。得到线索后，武
陟县公安局立即组织专案小组对此事进
行调查。

专案民警经过走访排查获悉，该夫妇
的儿子李某 2010年冬天与一名外地女子
相识，未婚先孕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但
由于李某长期在外，那名外地女子一气之
下离家出走，撇下这对双胞胎男孩由李某
的父母抚养。2011年11月份，李某瞒骗父
母，说给孩子的生母一个孩子，暗地将其
中一个孩子通过网络联系，以 1万元的价
格卖给了一个东北籍女子。之后，李某因
盗窃罪被关押在焦作市看守所。

民警经提审李某，证实了上述事实，
并获得了东北籍女子的手机号码，但该手
机号已停机且没有登记机主信息。

为了尽快将被骗卖的孩子解救回家，
办案民警先后3次赶赴辽宁丹东和吉林通
化等地，行程达万余公里，最终于8月20日
在吉林省图门市一家属院内找到了被骗
卖的孩子，并在当地警方的大力协助下，
将不足两岁的孩子成功解救送回到了爷
爷奶奶身边。

生父骗卖儿子民警万里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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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
队民警在辖区开展新学期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活动，通过给学生上交通安全课，播
放交通安全知识教育片等方式，来提高
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记者祁飞通讯员白项林摄影报道

开学“第一课”

9月初始，学校开门迎学子，为
护航学校安全，我省各地执法部门
开展各种活动，表达他们对学子的
关心。

本报讯（记者 郭跃华 通讯员 赵正银/
文图）在小学门口的食品店，销售的塑料
玩具枪内装有小糖豆，但产品上既没有质
量合格证也没有厂名厂址，工商执法人员
当场将这种糖豆依法予以查扣……这是
近日郑州市工商局二七分局执法人员进
行集中清查和整治食品经营店的一幕。

近日，郑州市工商局二七分局对辖区
学校周边的食品经营店进行了集中清查
和整治。据了解，在这次集中整治中，该
局共检查 252家商店，对发现的玩具内装
糖豆的28盒小食品当场依法予以查扣，同
时还查扣“三无”玩具3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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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上午，郑州市中级法院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干警和该院驻盆
刘村群众工作队干警一起，到郑州市二
七区侯寨乡盆刘村小学校园，向该小学
捐献了120套崭新的学生桌椅。

记者 王富晓 李向华 通讯员 刘华
瑞摄影报道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特约记者
郭利军）“当日院里的老人急得不得了，如
果不是派出所的民警，俺们上哪也找不到
郭大妈。”昨天，商水县城西环路一敬老院
院长张某致电记者。

8月 31日 13时 30分，天降中雨，出警
返回商水县公安局姚集派出所的民警谷
良望、张存杰，驾车行到姚集乡汾河河堤
元桥村段时，发现一位老太太独自在雨中
蹒跚行走，浑身已被淋透。见此情形，谷
良望、张存杰立即停车将老太太扶进警车

并询问情况。由于老太太年事已高，精神
恍惚，耳朵又背，两位民警经过耐心询问，
才从老太太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老太太
姓郭，今年 79岁，在商水县城的一个敬老
院居住，早上散步时迷了路。

最后，民警根据老太太提供的联系方
式，联系了张某及老太太的家人。20分钟
后，谷良望、张存杰驾车将老太太送到了
敬老院。“俺看见你们，就像看见亲人一
样。”一下警车，老太太就拉着谷良望的手
不停地说，“你们真中！”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董亚东）店外不装招牌，天还未冷就
挂厚厚的棉帘，究竟有何玄机？细心民
警一查，原来是家赌博机店。

9月 1日 17时 30分，平顶山市公安
局矿工路派出所社区警务大队民警在
新华区余沟村附近例行检查时，发现一
无门头的门面房，店门口挂着厚厚的棉
帘，且门口的男子东张西望。刚进入 9
月就挂厚厚的棉帘，难道有什么见不得
人的事？民警果断出击，发现店内暗藏
赌博游戏机，随即对现场进行控制，当
场抓获违法人员 4 人，扣押赌博机 20
台。

经调查讯问，4 人对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洛阳讯（记者 陈军 通讯员 李辉
王红娟）8月30日晚，洛阳市公安局西工监
控中心发现3名盗窃嫌疑人趁着夜色在王
城公园西门附近向路人行窃，监控员立即
指派巡逻民警出警。57 岁的老民警王爱
国在追捕窃贼时不幸负伤，但最终忍住疼
痛与其他民警一同将窃贼擒获。

8月30日22时10分许，洛阳市公安局
西工监控中心通过监控探头发现，在王城
公园西门口附近的路边，有两名男子在尾
随路人，形迹十分可疑。监控员立即调派
洛阳市公安局金谷派出所201巡逻车及摩
托队前往查看。在这期间监控员发现，两
名尾随者以假装问路为掩护对路人伺机
行窃，但几次下手均未得逞，监控中心立

刻发出指令要求进行抓捕。
民警快要到达王城公园西门时，两名

犯罪嫌疑人有所察觉，立即发疯似的沿七
里河桥向西逃窜。见状，201 巡逻车穷追
不舍，随后监控中心通报洛阳市公安局涧
西巡警前往支援的巡逻车也到达现场，一
同参与追捕。

民警一直追捕到七里河西一个家属
院的胡同内。这时，位置处在前面的洛
阳市公安局金谷派出所民警王爱国一个
箭步从车上跳下，快步沿嫌疑人逃跑的
方向追去。由于天黑、路况不熟，追赶中
王爱国一下摔倒在地，腿上、手臂和头上
多处摔伤。但他不顾疼痛，起身继续向
前追赶，直至将两名嫌疑人堵到胡同尽

头，他才慢慢松了口气。很快，随后赶上
来的民警与王爱国合力将两名犯罪嫌疑
人制伏。

制伏窃贼后，其他民警才发现，王爱
国身上多处流血，头上还肿起很大的包。
随后，同事们将王爱国送往医院，进行伤
口包扎和输液治疗。

目前，该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另一名在逃人员正在全力追捕
当中。

据悉，王爱国是洛阳市金谷派出所交
管巡防大队的普通民警，今年已经57岁，身
患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常年需服用
药物治疗维持，但他依然坚守在巡逻防控工
作的第一线，认真处置每一起警情。

摔倒再爬起来老民警不顾安危擒贼
捉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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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武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到该县谢旗营镇“金博士”幼儿园，教小
朋友系安全带。据悉，近日该大队联合
有关部门对全县30辆校车进行了全面安
全检查，同时教育学生如何正确乘车、安
全逃生等知识。

记者刘华通讯员文立新秦林林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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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时刻 行动最美

本报新乡讯（记者 赵国宇 通讯
员 刘会永 崔玉军）近日，新乡市公安
局耿黄派出所接到 110 指令称，耿黄
乡何屯村白土坑有人落水，要求火速
前往救助。

接到警情后，公安、消防、落水者家
属迅速展开搜救。当日中午时分，落水
者被搜救人员发现并拖出水面，但已溺
水身亡。据了解，同在一个公司上班的
4名青年王某、靳某、贾某、焦某相约到
白土坑划船，当王某、靳某划船行离岸
边六七米时，小船漏水并很快下沉，水
性不好的靳某拼命游到岸边，王某由于
不会游泳，很快随船沉入水中。由于沉
船处水深，3 名水性不好的同伴不敢贸
然下水救人，急忙打了 110求助。

老太太雨中迷路民警安然送回

细心民警
智端赌博机店

公安、消防联合搜救

本报讯 (记者 王园园/文 宁晓波/图)
连日来，炎热高温的天气使得汽车自燃
的事件频频上演，一时间怎样让爱车避
免“自焚”成为众多有车一族关注的热点
问题。

为了排解众多车友心中的疑虑，为汽
车装上防火墙，8 月 31 日，在郑州市管城
区消防大队的营区内，近百名有车一族和
准车族走到战斗在灭火救援一线的消防
官兵身边，通过实地观摩、亲身体验为爱

车求取消防安全“真经”。
“面对危险，沉着冷静机智扑救才是

关键。”消防官兵不但向车主讲解了车辆
自燃的原理，还教车主遇到车辆自燃时应
该怎么应对。

除此之外，消防官兵还从保险公司聘
请了业务经理，从专业的角度现场为车友
讲解哪些车辆发生火灾后能够得到保险
公司的赔偿，哪些火灾事故得不到赔偿，
让 车主在现场就学到不少保险常识。

消防战士送“真经”
防车辆“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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