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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7岁的雷瑞红，是洛阳市公安局长春路派出所监控
中心的一名优秀监控员，被称“火眼金睛”。去年6月，一位市
民报警称，他开车在长春路农贸市场卸货时，放在车上的皮包
不翼而飞。雷瑞红立即调取了案发时间的监控录像，发现是一
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光头男子顺手牵羊将皮包偷走，而后迅速逃
走。光头、略胖、银色电动车、白色车篓……这名男子的相貌、
体态、动作甚至是走路的姿势，都嵌入了雷瑞红的脑海。

人们常说，时间可以冲淡记忆。然而，这一句话却在雷
瑞红的身上失效。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在 5 个月之后发生
了。11 月 5 日，雷瑞红像往常一样坐在监控操作台前，目不
转睛地搜寻着可疑人员。忽然，一个身影从她眼前一闪而
过。光头、略胖、银色电动车……那一刻，雷瑞红没有怀疑，
立即呼叫了附近的巡逻民警。

接到呼叫的巡逻民警在心中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但是，
雷瑞红斩钉截铁地回答，使得巡逻民警不再犹豫。最终，被
抓获的这名男子正是那名盗窃嫌疑人。

在近期洛阳市公安局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专项行动中，
雷瑞红再接再厉，先后利用监控镜头协助民警抓获各类犯罪嫌
疑人12人，破获和带破案件18起。（常向阳白效曾陈龙/文图）

张文艺，洛阳市公安局长春路派出所春光社区民警。
她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人民警察。1998
年，她梦想成真，在户籍室一干就是15年。

2014年4月，根据工作需要，她被调入社区大队，成为
一名社区民警。工作千头万绪无从抓起，派出所所长李晓
哲、政委黄爱国多次到社区警务室调研，鼓励她。

今年初，辖区壹号城邦，施工方带领 100 多人找业主
讨要1300多万元的工钱，几名工人爬上楼顶，嚷嚷着不给
钱就跳楼，而业主方也集结了几十人强行拦阻，情绪异常
激动。争吵中，施工方的十几个人抓起钢管向业主方冲
去，恶性打斗很可能瞬间爆发。那一刻，张文艺挺身上前，
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把就把一名工人的钢管夺了下来，大
声呵斥道：“警察在这儿，你们还敢打？！”这一嗓子，声音不
大，但穿透力强，所有人都愕然地放下了钢管。此时，派出
所其他民警也用身体将双方隔开，避免了一场恶性械斗。

社区民警的日常工作繁多冗杂，走访人口信息，大到
创建平安社区、配合市局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专项行
动，小到解决邻里纠纷。但是，张文艺硬是在小小的社区
警务室撑起了一片天。 （常向阳 白效曾陈龙/文图）

9 月 11 日下午，呼和浩特至福州的 K1315 次列车缓缓驶
入洛阳站，出站人群中的几个人引起人们关注。其中两人戴
着手铐脚镣，在其他人的押解下出了站台。这是洛阳市公安
局长春路派出所案件大队民警从内蒙古抓回的两名网上在逃
人员。

早已在出站口等候凯旋民警的洛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
记、常务副局长马运涛，长春路派出所所长李晓哲，副所长张
陆俊、叶安义，党委委员彭延洛立即迎上前去，向千里追逃的
民警送上了鲜花，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此次追逃工作是“反暴恐 创平安 迎国庆”严厉打击严重
暴力犯罪专项行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洛阳市公安局长春路
派出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专项行
动进行部署。他们发扬攻坚克难的精神，将 8 月份定为派出
所“追逃月”，派出所领导分包疑难案件，多次带队分赴各地抓
捕严重暴力犯罪嫌疑人，派出所先后抓获各类逃犯 17 人，取
得了显著成效，受到洛阳市公安局和洛阳市涧西区委、区政府
的表扬。 （常向阳 白效曾 陈龙/文图）

关爱：让留守儿童“梦想成真”

9月17日，天朗气清，金色的阳光洒进清丰县
第一初级中学的校园，朗朗的读书声此起彼伏。

在该校某班的教室内，来自清丰县马村乡的
男孩张登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课。他知道，一个
偏远地区的农村娃，能来到县城最好的中学上课
是多么不容易。

“我很感谢县法院的赵彦景叔叔和法官崔妈
妈，还有那些我叫不上名字却一直关心、帮助我的
人，是他们让我有机会在这里上学。”十二三岁的
小登召感恩地说。

原来，小登召的父亲早亡，母亲改嫁，他一直
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是典型的留守儿童。
在清丰县法院2014年10月举行的一次“关爱留守
儿童·城乡孩子手拉手”活动中，该院法官崔丽红
结识了小登召，并被他勇于面对生活、承受重担的
精神所感动。于是，围绕小登召的关爱活动接连
不断，如为他举行成人礼等。崔丽红也被小登召
亲切地称为“法官妈妈”。

今年五六月份，当得知求知若渴的小登召想
到城里上学，接受更好的教育时，崔丽红坐不住
了。她立刻向清丰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石文英
汇报，然后由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彦景具体负
责孩子的转学事宜。

先后协调6次，打了20多个电话，最终，小登
召梦想成真。

为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解决低保问题，为他
们的父母寻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以说，
清丰县法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留守儿童撒播
了一片温暖的司法阳光。

关注：微微火焰点亮希望

“一堂法制课”、“发放法制口袋书”、“开学第
一课”、“模拟法庭”、“法院开放日”、“少审法官定期
回访”……细微之处显真情。清丰县法院无时无
刻不在关心着全县上万名留守儿童。

自2014年3月起，该院就按照省、市法院的统
一部署，大力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工作。一年多来，
该院抓审判、抓服务、抓机制，全力以赴解决农村
基层留守儿童的突出问题。

扎实做好三留守人员审判工作，对涉及三留
守人员的案件严密筛查，所有案件登记造册，实行
台账推进，坚持月通报、季度考核制度。

在固城乡实验小学挂牌成立未成年人普法教

育示范点，在学校设立模拟法庭、法制展示厅和法
治文化长廊，定期举行模拟法庭、法制讲座，形成
留守儿童立体普法的长效机制，打造留守儿童接
受法治教育的集中阵地……清丰县法院持续开展
的关爱儿童成长活动，涵盖全县57所中小学，开展
各项活动70余次，惠及在校师生3万余人，为留守
儿童的健康成长办实事、做好事，让辖区留守儿童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同时，针对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的问题，清丰县
法院联合教育、妇联、团委等部门推出了“法官代
理爸爸、代理妈妈”活动，组织全院50名法官与筛
查到的120名特困留守儿童结对认亲，定向联系关
爱，动态跟踪回访，活动开展以来共关爱留守儿童
730人次。

今年六一儿童节当天，清丰县法院专门为部
分留守儿童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成长礼，帮助
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航向。

关怀：爱心接力薪火相传

9月8日上午，清丰县法院在该县第一初级中
学举行留守儿童爱心接力仪式，再次引发社会关
注。

该院的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得到了市委、县委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
书记邵景良，市法院院长王凤兰，清丰县委书记鲁
彦峰，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惠晓杰等领导同
志多次参与活动，并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积极
配合，扎实做好关爱留守儿童工作。

在法院的示范引领下，近日，清丰县县委召开
关爱三留守人员活动工作推进会，全县17个乡镇
和县直有关单位参加会议，要求把关爱三留守人
员活动上升到社会工程来推进。

为了更好地关爱留守儿童，清丰县法院举办
了爱心承诺仪式。仪式现场播放了由该院制作的
关爱留守儿童视频，让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

石文英表示，法院作为审判工作的主力军，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响应县委号召，开展关
爱三留守人员活动，并把关爱留守儿童作为活动
的重要推手，把关爱落到了实处，努力在全社会形
成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把关爱三留守
人员活动做实。

同时，她代表法院向全社会发出了爱心倡议，
通过“1+N”联动模式，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关
爱、关怀留守儿童群体，将爱心接力传递下去，积
极投入到关爱三留守人员活动中。

“1+N”联动模式
点亮留守儿童的梦想

□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井春冉

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
达2200万。而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关于“留守儿童”的事件，让人们更
加关注留守儿童问题。近两年，清丰县法院始终把关爱留守儿童作为
服务社会的重要载体，启动“1+N”关爱留守儿童工作模式，立足审判
职能，联合妇联、团委、学校等社会资源，全方位打造留守儿童梦想舞
台，让司法阳光照亮留守儿童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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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各地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迅速组织传达学习，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要把学习贯彻李克强总理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纳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总
体部署，使之转化为全省广大干部群
众干事创业的巨大热情，转化为推动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郭庚茂强调，要正确领会李克强
总理对河南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鼓励，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李克强总理肯
定了河南近年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指出中原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蕴藏
着蓬勃的生机，动力在增强，后劲在增
强；肯定了河南的发展前景，指出河南
不仅稳住了当前，更重要的是为未来
打下了更强的基础；肯定了河南发展
的思路和举措，指出省委、省政府提出
了很多符合中央要求、顺应河南人民
愿望的措施、想法和路线图，要真抓实
干去落实；对我省推动“双创”、推进新
型城镇化、改革创新保税物流商业模
式和政府监管方式等一些具体做法都
给予肯定。我们要把总理的肯定和鼓
励作为一种激励和鞭策，继续坚持和
完善行之有效的思路举措，团结带领
全省上下接力奋斗、埋头苦干，推动各
项事业发展再上一层楼。

郭庚茂强调，要深刻领会李克强
总理对河南发展的希望和重托，勇于
担当、奋发有为。李克强总理对我们
提出的要求很高：一个是“示范带动”，
即破解新型城镇化这一中国发展的关
键难题，在全国争取起到示范带动作
用；一个是“走在前列”，即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方面走在前列；一个是

“战略支撑”，即加快中原崛起，成为国
家的重大战略支撑。这充分体现了对
河南的高度重视、真情关切、殷切厚
望，也为我们的工作树立了新的标
杆。我们一定要强化大局意识、争先
意识，动员全省上下始终保持昂扬向
上、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先行先试、
攻坚克难，积累宝贵经验，创造出实实
在在的业绩，不辜负总理的厚望。

郭庚茂强调，要准确领会李克强
总理对河南工作的具体指导和要求，
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李克强总理在
一体化通关和跨境电子商务、新郑机
场建设、新业态新产业发展、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农业现代化和高标准粮田
建设、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方面，对我
们做好相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这些
重要指示把脉发展趋势，切中工作要
害，回应群众关切，抓住了走好路、解
好扣、搭好桥的关键。我们要把这些
指示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发扬成
绩、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务求实效，推
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郭庚茂强调，要把贯彻落实李克
强总理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与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的各项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做好稳
增长、保态势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与科
学谋划“十三五”发展结合起来，加强
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完善思路举措，推
动河南在支撑中部崛起和服务全国大
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要重点研
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要深入研究推
动新型城镇化。李克强总理对我省大
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产兴城的做法
和成效给予肯定，指出河南是人口大
省、农业大省，如果能够走出一条“三
化协调”、“四化同步”的路子，实现 1
亿人口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在全国起
到示范带动作用。推进新型城镇化，
是新常态下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
展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对全局还是对
河南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深入梳
理总结我省实践，坚持“一基本两牵动
三保障”等好的做法，进一步研究新型
城镇化的规律和有效途径，完善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
发挥新型城镇化“牵一发动全身”的作
用。二要深入研究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人民群众当中蕴含着无限的创
造力。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力量来
推动发展，把人民群众潜在的能量发
挥出来，这也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根
本举措。河南基础差、底子薄，一些方
面发展比较落后，但在“双创”这个问
题上与其他地区处于同一起跑线，完
全可以后来居上。要进一步深化认
识，抓住“互联网+”发展带来的难得机
遇，完善推动“双创”的政策措施，深化
拓展“双创”的发展空间，培育营造“双
创”的社会氛围，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
创新创造活力。三要深入研究推动稳
增长、保态势。李克强总理认为，河南
能够稳定经济增长、保持好的发展态
势很不容易，同时要求河南为支撑全
局作出贡献。我们一方面要把河南的
事情办好、造福于民，另一方面要为国
家全局作出更大贡献。稳增长、保态
势，要坚持调中求进、改中激活、转中
促好、变中取胜，继续抓好“四个一”、

“五个点”，认真落实今年以来出台的
各项措施，交流经验、研究方法，做到
走对路、用对招、想对法，确保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郭庚茂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贯
彻落实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与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系列部
署融为一体，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和“三查三保”活动，坚持“三准三
专三聚三提”，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进一步巩固扩大河南好的态势，为人
民谋福利，为全局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