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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
讯员 高翔）“孩子们外出打工，俺
在家时常会感到孤独，自从所长来
认亲后，俺有啥事给他打电话就
行。”昨日，在西华县清河驿行政
村，90多岁的王大爷指着正屋墙上
挂的清河驿派出所所长高晋的照
片说。

西华县在革命老区，去年以来，
该县公安局积极推行“一村一警”警
务模式，把一切为了群众当成民警
包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一
次入村走访时，清河驿派出所所长
高晋发现，大王行政村一名 90多岁
的老汉因身份证丢失无法领取生活
保障，而老汉又行动不便，无法去派
出所补办身份证。高晋立即与户籍
民警林璐利用中午休息时间，驱车
来到老汉家中，将老汉接到派出所
为其办理了身份证，并掏钱为老汉
垫付了办理身份证所需的费用，后
又将老汉送回家中。

细心的高晋通过和老汉聊天得
知，老汉的儿子、孙子都在外打工，
平时就老汉一个人在家生活。考虑
到老汉可能会遇到困难，高晋将自
己的名片放在老汉家的显眼位置，
告诉老汉有事就直接给他打电话，
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帮助处理。

近日，民革河南省第八支部主
委袁银龙带领河南省建筑医院心脑
血管病的医护人员，再次来到林州
市东港镇砚花水村实地调研调查。

据了解，该村现有 418 户 1227
人，患病的有50多人，患者年龄在
50岁至70岁之间。该村第一书记
董志杰说 ，中老年人易患心脑血管
疾病，但像他们村发病率这么高的
却很罕见。

“我们不仅对水进行了检测，还
对空气、土壤、面粉、盐、食用油、大
米等进行了检测，除了面粉中的铝
有些超标，其他的都正常。我们将
把检测结果送到郑州大学，找专家
分析。”袁银龙说。 张莉摄影报道

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留守老人扎堆聊天
烤火取暖现象，连日来，浚县公安局组织民警
走村入户向留守老人宣传安全防火知识。图

为1月7日，民警在辖区善堂村向村里聊天烤
火取暖的留守老人宣传讲解安全防火知识。

记者李杰通讯员 蒋玉河摄影报道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段华
峰/文图）1 月 8 日下午，渑池县公安局驻村民
警陈明周带着新买的助听器来到八旬孤寡听
障老人史祥周家中，为老人佩戴上助听器。
老人终于听到声音时，几度哽咽，激动地握住
陈明周的手，一个劲儿地感谢：“俺没亲人，你
就是俺的亲人啊！”

2014年 12月 27日，渑池县公安局驻仰韶
镇阳光村民警陈明周在该村走访时，村里一
位八旬老人步履蹒跚地要搭他的车到县城。
途中经了解，老人叫史祥周，今年 80 岁了，是
个无儿无女的五保户，平时自己生火做饭，生
活贫困。陈明周发现老人听力不好，需要对
着耳朵大声说才能听得见，当即表态要为老
人买一个助听器。

得知老人到县城是因为唱戏机的充电器
坏了，陈明周让老人坐在车里，自己拿着老人

的唱戏机找电器维修部配了充电器，又将老
人接到自己家里，从衣柜里取出一件棉衣给
他穿上，还往他口袋里塞了200元钱。

今年元旦期间，陈明周到洛阳多个医疗
器械门市部咨询了解各种助听器的性能，最
终以700元钱购买了一部丹麦产的助听器。

1月 8日下午，陈明周来到阳光村史祥周
老人家，给老人送来了几棵大白菜，又手把手
教老人如何佩戴助听器、调节接收音量等。
老人戴上助听器后，当时就表示能听清正常
说话的声音了，再也不用让人凑到自己耳朵
边大声说了。

陈明周还嘱咐老人，如果助听器出现故
障或没电了，让村干部或邻居拨打他的电话，
他随时给老人维修助听器、送电池。

老人感动得数次哽咽，感激地说：“俺没
亲人，你就是俺的亲人啊！”

入冬以来，郑
州市二七区五里堡
巡防中队根据本辖
区实际情况，结合
冬 季 消 防 安 全 特
点，积极开展冬季
消防安全宣传。图
为1月8日下午，该
中队队员向辖区商
户讲解、演示灭火
器的使用方法。

记者 张书锋
王晓磊摄影报道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记
者 时学士）1月 9日一大早，通许县
检察院控申科检察官牛振杰就接到
来自洛阳的一位商人的电话。这位
商人在电话里不停地道谢：“早就该
登门感谢，前段时间太忙了，今天上
午，我们一定到贵单位送锦旗和感
谢信，见见拾金不昧的好人。”

这是牛振杰捡到的手包的主人
打来的电话，失主名叫闻静宇，是洛
阳市洛宁县人，现在南阳市经商。
2014年12月24日，闻静宇路过通许
县北关三岔路口加油站时，不慎将
黑色手包丢失，内有万余元现金和
驾驶证、身份证、10 余张银行卡等
物品。加完油后，闻静宇驱车上了
高速。他在行驶过程中接到朋友电
话才知道手包已丢失。该朋友向闻
静宇提供了捡包人牛振杰的电话号
码后，闻静宇很快联系上牛振杰。

原来，牛振杰当日在通许县北
关三岔路口加油站加油时，见到地
上有一黑色手包。捡起手包后，牛
振杰首先向加油站工作人员询问是
否有人丢失手包，在反复找寻未果
后，打开手包见到内装有大量现金、
各种证件及几张发票。牛振杰先试
着按照包里的一张名片联系，没能
联系成功，后又按照一张发票的联
系方式打电话。对方说发票是开给
洛阳的一个朋友的，遂迅速联系上
了闻静宇。当时闻静宇正在高速上
且急于到外地办事，就没能及时返
回取包，只是先在电话里对牛振杰
表示感谢，说改天抽时间要当面表
达感激之情。

据悉，近 60岁的牛振杰在检察
岗位上已经工作了 30年，他为人真
诚，务实重干，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本报洛阳讯（记者 郭富昌 通
讯员 史翠玲）谎称自己是部队转业
干部，能揽部队的大型工程，年近六
十的付某以此为由多次诈骗钱财。
1月9日，洛阳市涧西区法院一审以
诈骗罪判处被告人付某有期徒刑
14年，并处罚金2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 年 9 月
16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3 日期间，被
告人付某以能承揽部队工程为名骗
取被害人郭某 157700 元；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12 月 13 日，被告人付
某以中标某部队工程项目为名，骗
取被害人付某某 3.9万元；2012年 6
月至2013年12月，被告人付某以合
伙承揽部队工程为名，骗取被害人
刘某 52.3 万元；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12月13日期间，被告人付某以中
标某部队工程项目为名，骗取被害
人房某和郭某某共计 21.9 万元；
2012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1 月，被告
人付某骗取被害人杜某某 15200
元。法院还查明了被告人付某的其
他诈骗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被告人付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
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付某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 5 年内再犯应
当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
犯，应从重处罚。根据案件的事
实、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
的认罪态度，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四条之
规定，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张建设)近
日，温县有个人外出办事路遇一卖羊老汉在路边
四处抓羊，遂见财起意顺手牵了两只羊，没想到
很快被温县警方抓获。

1月1日3时许，家住温县南张羌镇的郑某报
案称，他饲养的羊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盗走。接报
后，温县公安局刑侦二中队迅速出警，采取措施
展开案件侦破工作。

民警经仔细询问报案人获知，郑某以养绵羊
为生，1月1日中午，其骑三轮车载着11只绵羊从
南张羌经1号路往武陟方向去卖羊，途中不慎将
三轮车的后门震开，车上的数只绵羊先后从车上

跳下，四处逃窜。郑某发现后立即停车去抓羊。
其间，有一辆银灰色面包车从其身边路过，面包
车上的人趁老汉不备，将跑散的两只羊拽到面包
车 上 拉 跑 了 。 民 警 经 侦 查 ，一 辆 车 牌 号 为
HZM×××的五菱之光面包车被纳入侦查视线，
该车在案发时间段曾进出现场，有重大作案嫌
疑。侦查员经调查后得知车主为朱某。1月5日
晚，朱某被依法传唤到案。经讯问，朱某供述，1
月1日中午他驾驶自己的面包车经过事发路段，
同本村的黄某一起将郑某的两只羊偷偷装上面
包车拉走。侦查员根据朱某的供述，迅速将黄某
抓获归案，追回被盗绵羊两只。

拿到驻村民警送来的助听器，孤寡老人几度哽咽：

“你就是俺的亲人啊！”

陈明周教老人佩戴助听器，调节接收音量

老汉卖羊遇困 路人顺手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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