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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锵玫瑰别样红
何江华：

奔走于生死边缘
李权卿：

“办理一个案件，挽救一个家庭；办理一
个案件，救活一个企业；办理一个案件，稳定
一个地方；办理一个案件，发展一方经济。”
这是周口市中级法院提出的“四个一”办案
理念。何江华将这一理念根植于心，并落实
到每一起案件的审理中。

何江华办理的某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与
某县公路局追索养老保险金纠纷案件，涉及
众多职工切身利益，近百名退休工人集体签
名递交信函，明确表示处理不好将集体上
访。而该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处理不慎，可
能对本地投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何江华
接到案件后，对双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判前
释法工作，为案件调解打造前期基础。庭审
结束后，何江华向双方当事人进行耐心细致
的说服工作，最终促成了案件的调解结案。

民事审判工作琐碎而平凡，审理的大多
是家庭琐事、邻里纠纷，在旁人眼里都是鸡毛
蒜皮的小事，但是何江华总是说：“老百姓一
辈子也许就打一次官司，所以老百姓的案件，
件件都是大案要案，因为案件的处理是否公
正，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家庭和睦，进而影响到

社会的和谐乃至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010年，何江华办理了淮阳县李某与张

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张某是李某
的儿媳，因为家务琐事发生争执，李某被儿
媳推倒在地受伤，遂诉至法院。这起纠纷引
发了两亲家之间激烈的矛盾。开庭时，张某
的父母均到场，指责李某平日处事不公导致
婆媳失和。李某则痛斥儿媳不孝。双方在
庭审中互相指责，情绪激动。承办此案的何
江华将双方请到办公室，耐心地听他们发牢
骚、诉委屈，在倾听中了解各方的思想状况，
分析纠纷的症结所在，也使他们在倾诉中得
到释放，在倾听中得到尊重。正是这份耐心
和尊重，使当事人由相互指责变得心平气
和、通情达理。最后，张某认识到自身的错
误，向公公赔礼道歉，一家人重归于好。

何江华凭着对法律的忠诚和对事业的
执着，一心扑到民事审判工作上，用心工作，
尽心奉献，把每一起案件的调处都作为促进
社会和谐的具体实践。她用法、用情、用心
诠释了一名人民法官的职业准则，展现了新
时期人民法官的良好精神风貌。

人物名片
她成功审理了周口中级法院建院以来

最大标的额的民商案件；她在工作中创造
性地总结出“化繁为简”、“以情取信”等多
种调解方法；她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办
案能手，2010年被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全
省法院系统“巾帼建功标兵”称号，在全省
第二届调解之星评选活动中赢得“金牌调
解之星”的荣誉，2011 年被共青团周口市
委授予周口市“杰出青年卫士”光荣称号，
荣获周口市三八红旗手、周口市十佳岗位
女状元等荣誉称号。

她，就是何江华，周口市中级法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作为一名排爆民警，李权卿常年奔走于
排爆的生死边缘，曾经6天6夜连续忙碌在排
爆现场。在一次销毁烟花爆竹时，他身受重
伤，双耳耳膜穿孔，听力神经受到器质性损
害。入警 8年，他先后执行各类大型活动的
安检防爆任务 140余次，处置各类涉爆现场
102次，排除销毁自制炸弹 5个、航弹和炮弹
690发、手榴弹520颗、雷管49万余枚、各类枪
支 1100支、电引火头 15万余个、炸药 9760公
斤、礼花弹 2.6万余枚、烟花爆竹 8986箱、引
火线200余万米……

因为李权卿的身影一次次出现在最复
杂、最危险的排爆第一线，战友给他总结了三
个“最多”：受领安检任务最多，排除爆炸物最
多，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最多。

2006 年 9 月 5 日，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
一出租院内发生爆炸，当场炸死4人，炸伤19
人，炸毁房屋4间。爆炸现场一片狼藉，遍地
瓦砾中，夹杂着厚厚一层雷管壳和半成品雷
管。当日，李权卿以超人的勇气从废墟中清
理出 2200发已制好的成品火雷管、300余发
半成品、200 公斤加强帽、20 公斤石蜡等原
料。不料第二天，李权卿在清理现场时踩响
一枚雷管，顿时脸上、头上鲜血直流。在领导
的劝说下，他才来到医院，从双眼中清理出 4
片绿豆大的玻璃碎片。

2009 年 10 月 20 日深夜, 犯罪嫌疑人在

南乐县计生委家属院一辆汽车下放置了自
制的遥控炸弹，以此勒索车主钱财。情况
十分危急，必须马上拆除。李权卿穿上防
弹背心，戴上头盔，走到了车后，运用绳钩
法远距离将炸弹下面垫的砖拉出，使炸弹
与油箱脱落，然后趴在地上双手捧住炸
弹。十几米的距离，他走了五六分钟。在
一个环形垃圾池，他小心翼翼地剥开了炸
弹“外衣”……40 分钟后，李权卿终于成功
将这个炸弹拆除。

作为濮阳市唯一的排爆民警，每当发现
爆炸物，办案单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权
卿。而李权卿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极强，也总
是主动请缨参加排爆任务。

在李权卿的办公室和家中，《爆炸物处置
使用技术》、《爆炸犯罪案件案例评析》、《爆炸
犯罪对策教程》、《危险物品管理》、《爆炸犯罪
侦察要略》、《安检与排爆》等多种专业书籍随
处可见。他常说：“只有我们比犯罪分子想得
更超前，懂得更全面，我们才能胜利。”他爱读
书钻研，爱总结分析。每一次完成排爆任务
后，他都撰写大量的工作日志，为自己作专业
储备和经验积累。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李权卿先后两次荣
立三等功，被公安部授予“二级英模”、“全国
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等
荣誉称号。

推荐人：霍朝军 濮阳县公安局治安大
队二中队中队长

推荐理由：只要遇到有爆炸物的现场，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向李权卿求援，他是我
们信服的排爆专家！

被推荐人：李权卿 濮阳市公安局治安
支队二大队民警

感言：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
索取，牺牲我个人的安危换取人民群众的
安宁，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
浩明）无业女子谎称认识“大领导”，用“我能
给你安排个正式工”这句话，在不到 4年的时
间里，作案 100 余起，诈骗 134 人 400 余万
元。昨日，记者从平顶山市湛河区检察院了
解到，犯罪嫌疑人徐青（化名）因涉嫌诈骗罪
被批准逮捕。

为找好工作被骗6.5万元
今年7月16日，被害人杨志民（化名）到派

出所报警，称自己被一名叫徐青的女子诈骗
6.5万元。“徐青说她认识省里的大领导，给她
钱就能帮我侄子安排工作，我相信了她才被骗
的。”

据杨志民介绍，他与徐青是经人介绍认识
的，最初见面时徐青出手阔绰，并得知徐青是
某国企的正式员工，其亲戚能安排正式工作。
于是，2011年10月杨志民将6.5万元现金交给
徐青，让徐青帮其侄子安排工作。“这都过大半
年了，侄子的工作还是没能安排，我打电话催
问，徐青一直推托，到最后干脆不接电话了。”
感觉被骗后，杨志民报了警。

女骗子落网 134人前来报案
在接到杨志民的报案材料后，办案民警立

即调查这起案件。当日，民警前往该国企展开
调查，并确定该国企内没有叫徐青的员工。至
此，民警确定，徐青确系涉嫌诈骗，于是，立即

对这起案件展开立案调查。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民警很快找到了其他

几名受害人，并确定多名受害人都是听信“我
能给你安排个正式工”的谎言，给过徐青“办事
经费”。见时机成熟，民警立即对涉嫌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徐青实施抓捕。

6月 27日，办案民警获得准确消息，徐青
正在河北省的一家医院办事，于是立即赶到河
北将徐青当场抓获。

听说徐青被抓，前往派出所报案的人数竟
然持续上升，截至目前已有134人。

据了解，在不到 4年的时间里，徐青先后
130余次以给人安排正式工之名，诈骗 134名
受害人400余万元。

无业女子作案百余起诈骗134人
她行骗得逞的理由只有一个：“我能给你安排个正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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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因曾
被周某举报过，巩义市的李某、王
某怀恨在心，多次举报周某所开
货运部，以此进行报复，并与周某
达成了一份20万元的“协议”，承
诺付完钱后停止举报。9月7日，
巩义市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宣
判，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李某、
王某有期徒刑6年5个月和5年6
个月，并各处罚金两万元。

今年 60 岁的周某是巩义市
鲁庄镇的个体工商户。周某在
镇上开了一家货运部，经营巩义
到山西的货运业务。2010年，因
发现同镇李某、王某所开的货运
部将货运价格降低，周某就举报
了二人所开的货运部。自此，李
某和王某便开始频繁举报周某
的货运部。2012年 5月 11日，李
某、王某承诺不再举报周某的货
运部，但要求与周某的货运部达
成一份 20 万元的“协议”。“协
议”达成后，周某给付李某 10 万
元，后李某分给王某 5 万元。案
发后，王某的亲属退回赃款 4.3
万元。

最后，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李某、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
胁迫方式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线索提供刘雅）

假协议真敲诈

日前，漯河市公安局以实物
展览、集中发放宣传资料、现场
受理群众咨询和举报的形式，深
入宣传“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
动。活动现场，民警教群众如何
辨识假烟、假饮料、假化肥等假
冒伪劣产品，提高群众守法意
识、安全意识。据了解，今年以
来该市共破获“四黑四害”案件
59起，捣毁黑作坊、黑工厂、黑窝
点、黑市场 38 个，收缴假劣商品
原材料5000公斤、各类制假设备
9 台，有力地净化了市场环境。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庆伟
摄影报道

辨假货

9 月 6 日是集中整治机动车
涉牌涉证违法行为全国统一行动
日，柘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采取
有效措施，对辖区机动车涉牌涉
证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记者 祁飞 通讯员张树营 朱
效军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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