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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近一个多月
来，南阳籍英雄不断在全国各地传递正能
量，先是南阳唐河籍江西赣州全南县人武部
副部长宋旌勇救被洪水围困学生英勇牺牲
事件，紧接着是南阳官庄艺人殷晓飞湖南街
头勇救落水女事件，再接着是南阳淅川“托
举三兄弟”天津救人事件。昨日，记者从南
阳市唐河县委宣传部获悉，南阳唐河籍青年
李运航日前在新疆再次路见不平、挺身而
出，与持刀歹徒搏斗救人，为南阳籍在外见
义勇为英雄群体再添风采。

今年 22岁的李运航是唐河县桐寨铺镇
李松庄村人，初中毕业后跟随父母来到新疆
打工。发生救人事件前，他白天练车考驾
照，晚上摆摊经营手机贴膜生意。

6 月 27 日晚，李运航像往常一样，和母
亲许冬梅一起在阿克苏市英阿瓦提路摆摊，
听见一阵呼救后，他看见一名歹徒正持刀准
备向一个女市民身上捅去。李运航毫不犹
豫，抽出货架上的两根方管就冲了过去。看
到有人与持刀歹徒搏斗，受到鼓舞的附近 4
名群众也纷纷加入见义勇为的行列，大家齐
心协力终将歹徒制伏。

“那个时候，根本顾不上疼痛，就想着歹
徒伤害无辜者，实在可恨，凭着一股子劲儿
继续与歹徒搏斗。”在搏斗过程中，李运航身
上多处受伤，被送到阿克苏第一人民医院救
治，额头上缝了 8针，手臂上缝了 10针。经
过治疗，李运航目前已无大碍。

和李运航一起制伏暴徒的杨礼说，李运
航本就是个充满正义感的人，就在一个月
前，他还在市场上抓过小偷。

事发后，阿克苏市举行见义勇为表彰座
谈会，对李运航等 5人的见义勇为行为给予
表彰，共奖励现金17万元。

昨日，记者从唐河县委宣传部获悉，日
前，唐河县委、县政府号召家乡父老向李运
航学习。记者电话连线李运航时，他说：

“我只是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我希望，今
后当这种事情再发生时，大家都能够伸出
援手。”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 实习生 任琳贤）
近期，有关“吃盐藻身体好 每天 2 片百病
消”、“原装进口盐藻 每天 1片百病消”的宣
传广告在报纸和电视中频繁出现。省消协
称，此类广告完全是虚假宣传，夸大疗效，欺
骗消费者。

广告上宣称，每天1-2片，高血压、糖尿
病、心脏病、男性障碍、妇科疾病、失眠、脱发
等多达 500 种疾病，不用吃药能自愈，健健
康康活到老、健康活到100岁；每天1-2片盐
藻等于10克虫草、人参……

河南省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注
意：广告上没有注明药监局的批准文号、生
产厂家。此类广告完全是虚假宣传，夸大疗
效，欺骗消费者。

保健食品管理办法规定：保健食品的标
签、说明书和广告内容必须真实，符合其产
品质量要求，不得有暗示可使疾病痊愈的宣
传。进口保健食品还要经卫生部审查合格
发放《进口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取得《进口
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产品必须在包装上标
注批准文号和卫生部规定的保健食品标
志。但现在很多消费者总是拿保健品当药
吃，以为保健品的疗效真有药品的效果那么
好，其实保健品只是起到保健作用，不能直
接用于治疗疾病，它是人体机理调节剂、营
养补充剂，而药品是直接用于治疗疾病的。

因此，省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轻信
广告上的治愈宣传，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
病等慢性病要到正规医院做系统的治疗。

省消协：
虚假宣传切莫信

保安报警：一辆大众CC轿车

一夜未熄火
2014 年 7 月 12 日 7 时许，郑州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农业东路与正光北
街交叉口一辆大众CC轿车停在路口已经一夜
没有熄火了，车上没有人，车也没有上锁。

接到这个警情后，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派出
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很快与报警人取得联
系。报警人为附近一家单位的保安。

该保安称，7 月 11 日深夜，他在正光北街
的某单位值夜班，听见有女人喊叫的声音。他
朝喊叫声看去，在农业东路与正光北街交叉口
东南角，大约在他前面100米处，有三四个男人
强行把一个女人拉上路边一辆面包车，开车沿
正光北街向东驶去。

警方随后调取了路口周边的监控录像并
调取了车辆信息。根据监控录像显示，事发时
间为22时50分许，车主为顾女士，在正光北街
路口等红灯时，一辆形似五菱荣光的面包车由
南至北行驶追尾顾女士的大众CC轿车。发生
追尾后顾女士下车查看情况并与面包车内的
人员发生争执。在争执一会儿后，面包车先沿
农业东路右拐至正光北街路口，随后顾女士驾
驶大众CC停在面包车后面下车。在 22时 57
分，顾女士被带到面包车内，面包车沿正光北
街向东行驶离开。

随后，警方接到了车主顾女士男友的电
话，声称顾女士被绑架，嫌疑人索要50万元，但
嫌疑人具体在哪里并不清楚。

顺藤摸瓜偏僻小屋内解救人质
确定为绑架案后，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派出

所所长张予西要求民警争分夺秒，尽快解救受
害人。经警方调查，顾女士的男友赵某反映，
他先后接到数次嫌疑人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女
友老是没说几句电话就被挂断，电话中嫌疑人
威胁说要50万元才能放人，并且晚一个小时要
加1万元赎金。

警方很快经过查证得知，当天顾女士的银
行卡在新乡市获嘉县火车站附近银行内有多次
交易记录。鉴于案情重大，郑州市公安局郑东
派出所案侦大队派出20余名警力，赶赴获嘉县
查找受害人下落，并组织对嫌疑人实施抓捕。

在获嘉县，民警调取了火车站周边的监控
记录，掌握了嫌疑人作案车辆的去向，并一路
追踪赶到野外一处房屋前，确定了受害人被绑
架的地点和嫌疑人藏身处。考虑到受害人的
人身安全和嫌疑人手上有凶器，警方对解救和
抓捕方案进行了周密部署。

郑州一女子晚上开车回家途中，车辆被一
辆面包车追尾。该女子停车跟面包车司机理
论时，被面包车上的5人绑架到面包车上，拉到
获嘉县。女子没有想到的是，这本身就是一场
有预谋的绑架。

被绑架的20多个小时里，女子银行卡被嫌
疑人取走现金两万多元。通过与嫌疑人斗智
斗勇，女子自身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伤害。目
前，女子已经被警方解救，嫌疑人悉数落网。

●释放求救信号
被绑到获嘉县后，嫌疑人开着车

带着顾女士兜圈，顾女士一次次把手
伸出车窗，希望被人看到她是被绑架
的，希望有人看到会报警。经过超
市、饭店，似乎有人看到了不对劲儿，
但没有人过问。无助的顾女士万般
无奈之下，只好与嫌疑人斗智斗勇，
利用他们之间的猜疑和内讧，为自己
寻找逃跑的机会。

●策反团伙成员
嫌疑人拿出两把钳子，一把夹住

她的一根手指，一把夹住她的一根脚
趾，威胁说不给家里打电话就截掉她
的脚趾和手指。甚至，嫌疑人还在野
外拿着铁锹挖了一个深坑，吓唬她说
要把她活埋了。

顾女士交出了银行卡并说出了密
码。随后，为首的王某出去到银行取
钱。王某回来后跟大家说顾女士的银
行卡账号被冻结了，取不出来钱。

等王某再次出去后，顾女士拿着
手机上的取款交易短信通知告诉其
他团伙成员，其实王某已经取了好几

笔钱，有短信为证。
王某再回来时，其他人就追问王

某取钱的情况并对质，王某不得不承
认取了钱。趁着团伙主要成员、“主
心骨”不在的情况，顾女士也与团伙
其他成员悄悄交流，取得他们的同
情。个别有悔意的团伙成员也悄悄
告诉顾女士他们的真实用意和动向。

●利用同情心
顾女士告诉嫌疑人，虽然她开的

车不错，但她家并不富裕，车是结婚时
贷款买的，现在每月还几千元房贷，而
她自己一月只有三四千元工资。

为避免遭到性侵和身体上的伤
害，顾女士对嫌疑人哀求说，她结婚
已经好几年好不容易才怀孕，因此不
要伤害她的身体。嫌疑人听后信以
为真。

后来一名有悔意的嫌疑人告诉她
大家商量好不管是拿到钱还是拿不到
钱，最后都要把她“做了”，以免后患。
顾女士利用内讧策反有悔意的嫌疑
人，一名嫌疑人甚至给了她一块石头
片儿，让她伺机逃到玉米地里用石头
片儿划断捆绑双手的胶带……

女子斗智斗勇拖住嫌疑人为警方赢取时间

郑州一女子深夜被绑架沉着冷静与歹徒斗智斗勇

□记者 杨勇/文 樊勇军/图

唐河地摊青年
新疆街头勇斗持刀歹徒

歹徒被制伏了，他额头缝了
8针，手臂缝了10针

7月 13日凌晨 2时 59分，10多名民
警破门而入，冲进了受害人被控制的小
屋。这时，负责看守受害人顾女士的几
名男子见有人冲进来，赶紧去拿放在床
上的刀具和棍棒等凶器。抓捕民警一
拥而上，将屋里的两名嫌疑人牢牢控制
住并戴上了手铐。

此时，坐在小屋内床上的受害人顾
女士双手被用胶带绑着，民警在固定证
据后迅速给其松绑。随后，警方乘胜追
击，将其余3名嫌疑人一并抓获，并起获
两辆作案用的面包车和刀具、棍棒、锤
子、铁锹、胶带、绳子等作案工具。

建QQ群招募团伙成员实
施抢劫、绑架

经过突审，几名嫌疑人初步交代了
作案事实。据了解，这几名嫌疑人中 3
人是新乡人，两人是山西人。今年 7月
份，新乡男子王某通过建立QQ群招募
来两名山西男子赵某和张某，并和之前
结识的本地男子李某、焦某结伙预谋实
施抢劫、绑架暴力犯罪活动。

事发当晚，5人从获嘉县出发，赶往
郑州寻找作案目标。他们预谋用制造
交通事故的办法让受害人下车，然后实
施抢劫或绑架活动。当晚撞上受害人

车辆后，嫌疑人假意与受害人协商赔
偿事宜，而后看周边没人就实施了绑
架行为。

据团伙成员张某交代，他本是山
西大同的一名厨师，月收入 3000多元
钱，由于家里催着结婚，他感觉钱不够
用，就在网上贴吧里、QQ群里寻找同
伙，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另一名团
伙成员焦某交代，他是新乡某车展的
值班助理，家中有妻儿和 70多岁的老
母亲。说起自己的家人，焦某痛哭流
涕声称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尤其
是自己的老母亲。

协商赔偿事宜是假 预谋
抢劫是真

在郑东派出所案侦大队，受害人
顾女士讲起自己的经历，对民警的及
时解救充满了感激，说话时几度哽
咽。顾女士说，她在郑东新区一家担
保公司上班，未婚。在被绑到面包车
上时，她看到了胶带、锤子、棍棒等作
案工具，才知道当晚发生的根本就不
是什么交通事故，而是有预谋的绑架。

顾女士说，被绑架的 20多个小时
里，她银行卡被嫌疑人取走两万多元。
通过与嫌疑人斗智斗勇，自己并没有受
到进一步的伤害。 （线索提供张彬）

南阳籍英雄外地再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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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警方2020多小时成功解救人质多小时成功解救人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