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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酒也是酒 喝了照样罚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吕鹏）家
住南阳市卧龙区的谢某平时注重养生，
经常自
制药酒滋补身体，
却没意识到滋补身体的药酒
也是酒。他喝了几两药酒后开车出门接朋友，
被民警当场查获。他也因为喝了这几两药酒构
成酒后驾驶而受到了严厉处罚。
3 月 23 日上午 11 时许，南阳市公安局光
武派出所交巡大队民警正在车站路与新华路
交叉口执勤，一辆白色丰田牌小型轿车慢慢
悠悠地在路口前停下，民警接下来对其例行
检查。在对话过程中，民警闻到驾驶员身上
有一股酒味儿，于是要求其接受酒精测试。

酒精测试结果为，驾驶员谢某体内乙醇含量
为 68mg/100ml，已经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标准。此时，驾驶员谢某一脸愕然，坚定地
跟民警保证：
“ 我没有喝酒，肯定是民警搞错
了。”谢某还指着自己车身上贴着的“开车不
喝酒，喝酒不开车”的标语，声称绝对不会犯
这种错误的。
为了执法严谨，
对当事人负责，
民警要求谢
某在 10 分钟后再次接受测试。在第二次测试
之后，
面对 72mg/100ml 的酒精含量数值，
驾驶
员谢某开始回想自己一天的行程。这时，
谢某
突然回想起自己出门前喝了几杯自己炮制的养

一见民警就跑
原来是吸毒人员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余光 李
通）俗话说：
“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是如
果心里有鬼，面儿上是藏不住的。3 月 21 日晚，在
商丘市某宾馆住宿的青年男子一见到民警，立即
就跑，上演了一出翻院墙疯狂逃跑的好戏。原
来，
该男子是一名吸毒人员。
经了解，当晚 9 时许，民权县公安局双塔派出
所所长余光带领民警及治安队员上街巡逻。当
民警巡逻至一家宾馆门口时，发现一年轻男子从
宾馆走出。该男子见到民警，迅速缩回宾馆大
院，紧接着翻过宾馆的院墙，朝一条巷子里疯狂
逃窜。巡逻民警紧追不舍。当男子跑到一条死
胡同的尽头时，正好被巡逻的民警追上。民警将
该男子牢牢按在地上，后将其带回所里进行尿液
检查。检验结果呈阳性。
经讯问，赵某对多次吸食毒品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目前，赵某已被刑事拘留。

生药酒，
以为药酒度数低不是酒，
就开着车出门
了，
万万没想到竟然构成了酒后驾车。
民警告知谢某，
药酒实际上是由普通的白
酒或红酒加上其他滋补药物构成的,主要成分
还是酒，
有时候甚至比普通的白酒度数更高，
所
以性质还是一样的，一样还是会构成酒后驾
车。面对民警的详解，
谢某终于承认了自己的
错误。
在得知自己的驾驶证将被暂扣六个月、
还
将面临 1500 元的罚款时，
谢某后悔不已地说真
对不起自己车上贴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
。

一见民警就慌 原来是杀人疑犯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高翔）已过中午 12 点，
民警高晋回派出
所时，发现路边一男子电动车坏了，他
连忙热心地上前帮忙。男子看到身着
警服的高晋前来帮忙，
眼里闪过一丝惊
慌。尽管该男子很快恢复了平静，
但那
丝惊慌并未逃脱高晋的眼睛。高晋将
该男子带到派出所一问，
发现对方竟是
刚刚从邻县的命案现场逃离至此。这
是近日发生在西华县清河驿乡的一幕。
几天前，根据上级公安机关“一村
一警”工作安排，西华县公安局清河驿
派出所所长高晋进村调解一起纠纷，
一直忙到下午 1 时许。当返回派出所
时，他发现路边一男子电动车坏了，连
忙上前帮忙。看到高晋，那名男子眼
里闪过一丝惊慌，这一幕被高晋看在
眼里。作为包村民警，高晋在该村从
没见过此人。当他问那名男子是哪里

人时，对方竟支支吾吾不愿说。刑警
出身的高晋意识到该男子身上一定有
文章，便将该男子带回清河驿派出所
进一步询问。到了派出所后，该男子
主动供述了在鹿邑县杀害妻子后，潜
逃到这里的犯罪经过。
高晋立即同鹿邑县公安局取得联
系，
鹿邑警方高度重视，
立即派人勘查现
场，
并派人同该所保持联系。经过认真
梳理案情，警方查证，该张姓男子现年
35岁，
家住鹿邑县辛集镇。事发当日凌
晨，张某因与妻子发生争吵，在妻子睡
熟后，
他拿起家中生活用的尖刀向熟睡
中的妻子上身猛扎几刀，
然后换了衣服
将房门反锁，
带着 5 岁的儿子踏上了逃
亡之路，没想到刚到西华县境内，就被
西华县民警发现。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警方
刑事拘留。

▼3 月 24 日，新郑市在炎黄广场举办平安建设
宣传日活动。据悉，活动当天共发放平安建设宣
传单 1.3 万份，展出宣传展板 104 块，发放雨伞、购
物袋、围裙、扑克牌等平安建设宣传品 1 万余份，悬
挂宣传条幅 10 条，播放平安建设宣传片、广播各 10
小时，受教育群众 5 万余人次。记者 张书锋 王晓
磊 通讯员 陈政玮 袁凯 摄影报道

▲博爱县人民法院在日常审判工作中，针对老年人伤
病、赡养、生活等方面的涉法诉讼，采取巡回审判、现场调
解、社会参与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将纠纷化解在家庭内部，
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使其家庭和睦相处，为老年
人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图为 3 月 25 日法官在现场调解一
起赡养纠纷。
记者 刘华 通讯员 程贵忠 王慧 摄影报道

民警仔细甄别地名
送迷路老人回家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
讯 员 张 庆 伟 殷 广 华）两 个“ 尹
庄”，两个“阿水”
（化名），哪个是
老 人 的 村 庄 ，谁 才 是 老 人 的 儿
子？3 月 22 日晚，漯河市公安局
阴阳赵分局民警通过认真甄别、
细心访查，终于将迷路老太太安
全送回家中。
3 月 22 日晚 8 时，阴阳赵分
局、阴阳赵社区中队值班民警朱
智军接到报警，一位八旬迷路老
太 ，自 称 尹 庄 村 人 ，儿 子 叫 阿
水。可是，老太所在位置附近就
是 尹 庄 村 ，也 有 一 个 村 民 叫 阿
水。这里离尹庄这么近,老人怎
么会找不到家呢？
经过核实，这个尹庄村的阿
水确实不是老人的儿子。随后，
民警在漯河市地图上进行认真
查找。果然，民警发现在舞阳县
九街乡也有一个“尹庄”村。于
是，民警立即与舞阳县公安局九
街派出所取得了联系。对方告
知九街乡尹庄村也有一个叫阿
水，而且阿水的母亲走失，他们
全家人正在寻找。
得知情况后，朱智军带领民
警立即赶往九街乡尹庄村，将老
人安全送回了家中。

为治头痛种罂粟
民警发现及时铲除
本报讯（记者 穆黎明）3 月
24 日，新乡市公安局纬五路派出
所民警在辖区李胡寨村走访时，
接到群众反映，有人在家中可能
种植罂粟。得知这一情况后，包
村民警曹振阳对群众反映的情
况立即进行查处。
在李胡寨村一居民门前的
菜地里，民警发现几十株罂粟混
种在蔬菜间，枝叶茂盛，再过月
余就可成熟收获。经调查，该户
居民陈老太因有头晕和脸部三
叉神经痛等病症，她听人说食用
罂粟可以减轻病痛，便在门前种
了几十株。民警向陈老太认真
讲述了毒品对社会的危害，种植
罂粟是违法行为。老人认识到
自己的行为违法，愿意由派出所
依法将其铲除。
鉴于陈老太身患重病，且种
植数量微小，民警决定对其批评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