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5 日（星期天）7 时许，春寒料峭，薄
雾蒙蒙，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从洛阳市老
城区法院急速驶出，该院执行局局长卫宏
战和执行员刘晓刚坐在车内匆匆赶往位于
北郊的洛阳市拘留所。8 时许，二人来到洛
阳市拘留所院内，此时拘留区外空无一
人。周末了，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呢？

事情是这样的：白某和肖某因买卖合
同纠纷诉至洛阳市老城区法院，经法院主
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后法院作出调解
书：被告肖某拖欠白某货款共计 13.35 万
元，于 2017 年 1 月 27 日前分三次支付完毕，
若逾期支付应再支付违约金 2 万元。调解
书生效后，肖某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白某遂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期间，

肖某一直躲避执行，该院执行干警经多方
查找，终于在 2017 年 2 月 17 日将参加朋友
孩子生日宴的肖某抓获，并提取肖某随身
携带的 2.29 万元现金。后该院对被执行人
肖某作出司法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决定，而
当天就是肖某拘留期满即将释放的日子。
肖某一旦走出拘留所，势必继续躲避，该案
将难以执结。

3 月 5 日 9 时 10 分，肖某从拘留所的铁
门里走了出来，当看到守候在门口的执行
干警后一脸惊诧：“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刘晓刚平静地说：“老肖，我们就是特意来
接你的，换上鞋跟我们回法院说说还款的
事吧。”在汽车驶向法院的路上，肖某侃侃
而谈：“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出去后我一
定想办法尽快还款，你们放心吧，再信我
一次。”面对这个一再躲避执行的“老赖”，

执行员早已看穿了他的缓兵之计。
当日 10 时 10 分，法院执行员将肖某带

至执行局询问，其间执行局局长卫宏战向
被执行人肖某详细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的犯罪构成。得知将要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的牢狱之灾，肖某脸色顿时灰白，自言自语
地说：“本以为扛过十五天出了拘留所就没事
了，谁知道我这还属于刑事犯罪。我一定想
办法赶快还清剩余的货款和违约金。”

当日 11 时，该院执行员将肖某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的相关犯罪材料移送洛阳市
公安局老城分局，公安民警立即对肖某展
开讯问。讯问室内的肖某满头大汗，慌了
手脚，一再恳请公安民警，希望允许自己打
电话让家人马上送钱，并希望与申请人和
解。公安人员问他：“你为什么不在被拘留

期间和申请人和解呢？”肖某一声长叹：“我
真的不知道欠钱能构成刑事犯罪，这次我
真的知道错了。”

当日 16 时 30 分，申请人白某与被执行
人肖某的亲属达成和解协议，申请人免除
了肖某 2 万元的违约金。17 时，肖某的儿
子将欠款转至老城区法院账户，至此该案
得以成功执结。

看到自己的案件终于有了着落，申请
人白某眼含热泪，激动地对刘晓刚说：“你
们牺牲双休日、加班加点抓捕‘老赖’，帮我
把货款执行回来，真的是让人感动，我也深
深体会到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性，执
行干警真是太不容易了。以后我一定告诉
大伙儿要积极配合法院抓‘老赖’，理解执
行干警的辛苦，谢谢你们。在这里，我给你
们鞠个躬吧！”

法院公安联手 剑指拒执“老赖”
□郎松涛 冯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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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 月 25 日 8 时 30 分，生
病未愈的魏海玲拖着极度疲倦的
身体像往常一样又一次走进了监
室。

由于放心不下情绪不太稳定
的在押人员贾某，她回来第一件
事就是去做贾某的思想工作。谈
心不到半小时，魏海玲的胸口突
然疼痛不止，豆大的汗珠顺着脸
颊流下，湿透了全身。感觉身体
不妙，魏海玲迅速将速效救心丸
等药物大把大把地倒进嘴里，很
快稳定了突发的病情。稍事休息
后，她走进监室开始例行巡查。
快要巡查完毕时，她眼前突然一
黑瘫坐在地上。

2016 年 6 月 26 日，魏海玲被
诊断为肝癌晚期。

“如果可以，我愿意以我的命
换魏管教的命！”在押人员祝某极
度悲伤，哭喊着要见魏海玲。

在祝某眼里，魏海玲更像一
位胸襟宽广的“母亲”。她刚被
羁押到看守所时，经常有极端行
为。魏海玲接收祝某后，从细微

处入手，对其讲法律、话人生，
耐 心 细 致 地 开 导 。 冬 天 的 时
候，魏海玲给祝某送被子，给她
买棉拖鞋；日常生活中，魏海玲
还经常为她添置新衣服，带些时
令水果……慢慢消除了祝某心
中的阴影。一次，祝某深夜生
病，魏海玲亲自陪她到医院治
疗，使祝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彻底放弃了极端的念头。“是魏
管教将我从死神身边拉了回来，
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法
院的庭审现场，祝某没有为自己
的罪行辩解，而是向在场人员表
达了对魏海玲的感激之情。

在魏海玲管理的三个监室
有六七十名在押人员，每个在押
人员的入所时间、家庭情况、思
想状况、开庭时间、案件进展等
等，她都了如指掌。患病在押人
员的药几点吃、怎么吃，她总能
提醒到位，而她自己该吃的药、
自己家中该办的事，她却忘了一
次又一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
刻。

▲近日，济源中级法院立案受理了某银行申请执行一案。掌握
被申请人财产信息后，该院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地9家银
行之间，冻结了6个常用账户，共计扣划8笔款项2546万余元。申
请人对法院执行工作深感满意。

记者聂学强 通讯员王纪玖张玲 摄影报道

▲3月11日凌晨，博爱县法院组织50名干警兵分多路，向还在睡
梦中的“老赖”发起突袭。当天该院共依法进入32户被执行人家中，
搜查5户，抓获14名“老赖”，执行标的11.5万元，拘留“老赖”13名，结
案3起，达到执行预期效果。记者 刘华通讯员程贵忠摄影报道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焦扬飞）被告张某在承包
工程时，因款项不够向原告闫某
分两次借款180万元，逾期后仍有
一大部分钱款没有归还。张某一
直在游说闫某，表示等自己工程
款结清后立马把钱归还闫某。殊
不知，张某在游说闫某的同时，将
已经结清的工程款分批次转移。
后闫某无奈之下，将张某诉至三
门峡市陕州区法院。法院审理查
明后作出判决，责令张某在判决
生效十日内偿还原告 171.5 万元
及利息65.16万元。

在法院判决生效后，张某一
直避而不见。3月 9日，陕州区法
院干警吃中午饭的时候接到权利
人电话，对方报告了被告张某的
位置。4名干警火速赶去权利人
报告的位置，终于在三门峡市某
饭店将正在用餐的张某抓获，并
将其移送至公安机关，随后还将
追究其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

◀宜阳县被执
行人苗某因未按时
归还执行款，被宜阳
县法院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黑名单”。
考虑到失信被执行
人的个人诚信度及
政协委员的身份会
受影响，作为政协委
员的苗某最终主动
联系法院，并委托其
朋友向法院缴纳了
15 万元执行款。 特
约记者 郎松涛 通讯
员 曹兴国 鲁飞飞
摄影报道

27年她在看守所树起一个标杆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谢飞

2017年2月13日，魏海玲的生命终止在这一天。
她再也无法顾及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再也不能对年轻干警言传

身教。
27年来，她多次主动请缨，接收监室里的“烫手山芋”，被在押人员

尊称为知冷知热的“母亲”，被领导和同事们称为“疑难杂症专家”……
她就是商丘市看守所女子监区管教民警魏海玲。

遇到“烫手山芋”，她总是抢着去接
1990年3月，魏海玲放弃了去

机关部门工作的机会，成为一名
人民警察，并主动报名来到条件
相对艰苦的监管场所，一干就是
27年。

27 年来，她一步步从监管工
作的“门外汉”成长为“业务能手”

“岗位尖兵”。
“碰到棘手的工作，她总是主

动干、抢着干，是我们公认的‘疑
难杂症专家’。”提起魏海玲，民警
申岩竖起了大拇指。

患有艾滋病的在押人员李某
等人刚转到监室时，情绪极不稳
定，经常大吵大闹。由于缺乏这
方面的管教工作经验，个别民警
产生了惧怕心理。

魏海玲站出来主动请缨：“交
给我吧。”

魏海玲主动走进监室，放下
身子，不戴口罩、防护手套，坐到
李某等人的身边，给她们讲解法
律知识、宣讲科学医疗知识，让她
们感受到民警并没有因为她们患

艾滋病而歧视她们，而是将她们
当作看守所大家庭的一员，促使
她们逐渐理解和支持管教民警。

去年 1 月 27 日，李某等人被
移交外地监狱服刑时，集体流下
了依依不舍的眼泪，跪在地上激
动地说：“魏大姐，我们都会好好
改造重新做人，决不给您丢脸。”

在陈颖眼中，魏海玲是老大
姐，又是老师。 2012年 3月，陈颖
从基层派出所调到看守所工作，
刚开始接触监管业务感觉有点无
所适从。魏海玲手把手地教她如
何做在押人员的思想工作，并把
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传授
于她，使陈颖很快适应了工作岗
位，并一步步成长为看守所的业
务能手。

“她给年轻民警树起了工作
标杆，赢得了民警们的敬佩。”商
丘市看守所副所长夏业春哽咽着
说，27年来，魏海玲负责的监室从
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多次被评
为模范监室。

得知魏海玲病重，在押人员要“一命换一命”

雷霆出击
“老赖”被堵饭桌上

本报讯（记者 陈磊 通讯员
张继光）3 月 2 日，湖南省攸县繁
荣出口花炮厂厂长欧繁荣被汝南
县公安局刑事拘留。3月 9日，家
住重庆市的被执行人陈委被汝南
县公安局抓获。这是汝南县法院
发挥刑事打击手段，亮剑异地被
执行人的初步战果。

进入 2017年以来，汝南县法
院将打击拒执犯罪作为破解异地
执行难的利剑，剑指异地“老赖”，
尤其是企业主或者是企业负责
人。汝南县法院首先调查异地被
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发现具有执行
判决能力而又拒不执行判决的情
况后，按照拒执犯罪案件由执行法
院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规定，及
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追责。
汝南县公安局对此给予大力支持
和配合。汝南县法院现移送重庆、
湖南、浙江的被执行人为企业或企
业主的案件3案3人，有2人上网追
逃后被抓获到案。

异地“老赖”
难逃法网

剑指“老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