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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南阳

南阳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确保大雪天道路安全畅通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朱付新 张

晓东）2 月 21 日，南阳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雨
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为妥
善应对冰雪和雪后出现的团雾天气，确保
南阳市道路安全畅通。南阳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出台紧急预防，采取多种措施，确
保群众出行平安。

精准研判分析，提前安排部署。南阳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及时了解天气变化
情况，提前启动恶劣天气应急工作预案，提
前做好警力、装备的部署和调配工作。加

强与经营管理单位、养护单位的沟通，提前
预备融冰除雪所需人员、物资和抢险救援
机械设备。对桥梁、涵洞、坡道、弯道等容
易发生事故的路段，及时设置警告标志，预
备好防滑物资，组织好路面清扫人员，以便
恶劣天气条件下能够及时采取融雪、防滑
措施，及时清扫路面积雪和除冰。及时启
动应急处置预案，针对恶劣天气具体到每个
路段的管控实施办法，准确、迅速、科学组织
交通分流。实行大密度的巡逻防控。根据
天气和车流量情况，将警力和装备投入路

面，采取警车前导压速领驶、在路口摆放警
示牌、巡逻过程中喊话、间隔放行等措施，加
强交通管控。快速疏导保畅通。通过短信
平台、广播电台、微博微信等各种途径，为过
往驾驶人提供路况及恶劣天气信息，特别在
雾天提供大雾能见度信息，及时通报交通警
示、交通管制等实时情报和路况交通信息。

2 月 21 日当天，南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领导一线指挥，民警进驻分包路段。同时组
织专门人员对恶劣天气应对工作部署及落
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城区交通畅通有序。

要不要接送孩子上下学？在我看来，接
送上下学只不过是中国父母惯有的“包办”
方式之一，而这些“包办”背后隐藏的，正是
中国父母、中国孩子，甚至中国社会独立意
识的缺失。

独生的孩子，从孩提到少年，从幼儿园到
中学，早已习惯了家长风雨无阻的接送，而到
了大学，“怎么没来接我”却不禁让人担忧，这
样的孩子今后如何独立？

可是，未成年人真的需要独立。
首先，父母必须具备独立的意识。父母

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无疑是孩子人生大厦
的基石，对孩子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形
成极具影响。只有父母具备了这种独立意
识，才能用它来教育孩子。放眼望去，中国
父母要么是“虎爸狼妈”式“棍棒出孝子派”，
要么就是娇生惯养的“皇帝公主派”，他们走
了两个极端，将孩子的独立意识和自我发展
弃置一边。而相比之下，国外的许多父母在

这方面却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从孩子上
幼儿园开始就要求孩子自己叠被子、整理房
间，再大一点儿就得自己修剪草坪、上下学
等，这些无疑对孩子独立意识的养成有着巨
大的帮助。而父母的这种独立意识，这种

“适度放手”，也正是中国父母所欠缺、更是
必须具备的。

其次，孩子也应该自我培养独立意识。
一个人独立意识的形成，除了诸多外界因素，
自我主观意识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并且不容
忽视的。作为中国孩子，能够在娇生惯养的
浪潮中站立出一种“独立”的姿态是一种困
难，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只有我们具备了这
种独立意识，才能够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使人
生的大厦越砌越高。独立意识就仿佛茫茫云
海中的一朵七色花，只有找到它，才能找到

“七色祥云”，才能驾着它，到达人生的顶峰。
相反，如果孩子没有独立意识，一味依赖

父母，那么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的发生就无

法避免了。“一代神童”魏永康，纵然天赋异
禀，纵然成绩名列前茅，纵然小小年纪就考上
中科院研究生，然而只知学习，生活却不能自
理的他，最终也只能落得个劝退的下场。在
叹惜的同时也不能不认真反省。同样，某些
大学生将脏衣服打包邮递回家，把家当干洗
店的案例比比皆是。当孩子缺少了独立意
识，趁机而入的，不只是行动的懒惰，还有心
灵的迷失！

因此，未成年人需要独立意识，需要独立
的自己，更需要具有独立氛围的社会。试想，
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人人懂得独立、人人践
行独立的社会，怎能不独立？

独立是火石，擦出星星的火花；独立是火
花，点燃前进的灯盏；独立是灯盏，照亮成长
的道路。

在独立的道路上行走，抬头：天空，分外
蓝！
（内乡县第一高级中学 64届2班 李丹阳）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杨峰 玉阁）一诈骗团伙冒充农科院
教授、慈善家、企业高管等组团实
施的诈骗活动，涉及南阳、三门峡、
郑州等地的 300 多名中、老年人上
当受骗，涉案金额 30 余万元。昨
日，记者从新野县公安局获悉，该
案被告破，抓获犯罪嫌疑人多人。

2016 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2 日
不到一周时间里，该局刑警大队多
次接到报案称中老年人被诈骗，经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自 2016 年 11
月 7 日至 17 日有一行男女约 10 人
自称是中国农科院的教授以及工
作人员，他们在新野县汉城路某花
园酒店二楼会议室，以健康讲座为
由组织约300名老年人，每天凌晨3
点到7点到会场听课并宣传蜂胶保
健产品。组织活动期间此行人向
老年人承诺他们的产品是国家公
益事业免费给中老年人使用，让老
年人从心理上放松警惕，并以多次
交纳诚意金并退还的方式，取得受
害人的信任，经初步查证诈骗金额
30余万元。

由于案件涉及300余名老人和
有关单位，涉案人员多，且受害人
多为老年人，被骗的大都是养老的
钱，该局立即组织精干力量，一边
以案发地酒店为中心查找线索，一
边组织民警走访受害群众。

经过对受害人的详细询问，确
定嫌疑人人数、年龄及组织分工、
交通工具等。专案组通过案发现
场周围视频，确定嫌疑人驾驶车辆
及住宿地点，并确定了部分嫌疑人
的身份信息。通过研判，民警发现
此团伙曾在新乡有活动，专案组遂
到新乡开展工作，经过调查此团伙
在新乡诈骗未遂。2016 年 12 月 19
日，民警接到群众举报和信息研判，
发现该团伙已在南阳市某宾馆住
宿，民警遂在嫌疑人住宿宾馆附近
蹲守，发现该团伙正在实施诈骗。

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通过调
查嫌疑人住宿宾馆的垃圾，确定嫌
疑人数、嫌疑人邮寄的作案用的蜂
胶等相关证据并固定。2016 年 12
月20日晚，该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程
北斗、教导员归新丛组织30余民警
赴南阳将刘某等人抓获，并查获大
量作案用的物品。

截至目前，诈骗犯罪嫌疑人家
属已给受害人退赃20余万元。

本报讯 近日，西峡县公安局治
安大队民警联合回车派出所老庙
岗警务室民警一道，在回车镇老庙
岗村取缔一无证经营“黑加油站”。

2月7日，该所民警在执勤巡逻
中发现，回车镇老庙岗村董营组一
仓库内隐藏着一个小加油站，设备
简陋，加油设施位于仓库旁边样板
房内，油罐占地 20 平方米左右，加
油点配备一台加油机，加油设施与
居民区无任何间隔，防火设施也只
有几个小型便携式灭火器。接到
回车派出所民警的情况汇报后，西
峡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赶赴现
场进行调查。据悉，该加油站没有
任何手续，系“黑加油站”。

目前，此“黑加油站”已被依法取
缔，该“黑加油站”老板庞某被依法传
唤到公安机关作进一步调查。

（俊良卓楠）

本报讯（通讯员 薛春晓）南阳
市公安局卧龙岗派出所全面贯彻
落实《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
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及南
阳市公安局有关烟花爆竹禁放工
作要求，严格按照该所《2017 年春
节期间烟花爆竹禁放工作实施方
案》，扎实推进辖区烟花爆竹禁放
工作。近日，该所治安管理大队通
过细致的工作，快速查处一起违规
燃放烟花行为，有力的遏制此类违
规行为。

2月5日，该所治安管理大队民
警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位于南阳市
区滨河路一酒店门口地面上有大
量燃放烟花爆竹后残留的爆竹纸
屑，遂找到该酒店负责人了解情
况。经询问了解，当日有客人在此
举行婚宴，燃放了烟花爆竹。民警
当即对酒店负责人指出按照《南阳
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通告》及《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花爆竹属于
违规行为，作为酒店经营方，存在管
理不当责任，根据相关法规，决定对
该酒店作出罚款 200 元的行政处
罚。该酒店负责人表示，愿意接受
处罚，并保证以后加强管理，坚决杜
绝此类违规行为发生。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杨建敏 张
长海）2 月 14 日上午，淅川县法院刑二庭法官
来到淅川县金河镇莲花村，公开审理被告人唐
某、刘某盗窃耕牛一案。

庭审现场，旁听群众达到 300 余人。耕牛
是农村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姬某家耕牛被
盗一事传开后，在周边村民中引起了不小的
震动。村民们在对“偷牛贼”恨之入骨的同
时，对自家财物也是提心吊胆、小心看管。而
本就家庭贫困、靠着种地获得微薄收入的姬
某及其家人，因为耕牛被盗生活更加雪上加
霜。这次听说法院要在村中审理“偷牛贼”，
村民纷纷拍手称快，一大早便来到了村部广
场。

据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3月4日晚，被告
人唐某与全某（另案处理）驾驶摩托车到淅川
县城，并于次日凌晨 2时许窜至淅川县金河镇
莲花村姬某家，唐某在路边放风，全某进入牛

圈将耕牛偷走。被告人刘某明知二人盗窃耕
牛，仍帮忙寻找买家，因买家拒绝，未能成功销
赃，随后被盗耕牛也丢失，后经淅川县物价局
价格鉴定，被盗耕牛价值7500元。

经过两个小时的审理，法庭最终以盗窃罪
判决被告人唐某有期徒刑 1 年零 3 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5000 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判决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 6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3000元；责令唐某退赔被害人姬某的经济
损失。

“村里老年人多，懂法的少，安全防范意识
也不强，这次法院来村里公开审案，让村民们
增强了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意义重大
啊。”莲花村村主任彭某欣慰地说道，对法院巡
回审案、贴心为民的做法赞不绝口。

据悉，此次村中巡回审理偷牛案是南阳市
中级法院组织开展的“与基层法庭巡回同行”
2017年的第一站。

2月11日，南阳市公安局溧河派出
所民警在辖区白象湾灯展执勤，当天共
投入警力 30 人，分流车辆、疏导人员，
维护现场秩序，确保游人安全。图为民
警将走失的孩子找到，帮其找到家
人。 通讯员尹静波 摄影报道

冒称慈善家多处诈骗
300多名老年人上当

西峡县公安局
取缔一黑加油点

村中审理“偷牛案”贴心为民获称赞

一酒店燃放烟花爆竹
被罚200元

从要不要接送孩子上学看培养未成年人的独立意识

淅川县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