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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山区的天气正是乍暖还寒时，
嵩县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内却是一片热火朝
天，春意浓浓。圆桌旁，陈某正在执行法官的
主持下和自己的前夫和解；小周在老父亲面
前懊悔不已，主动履行赡养义务……

女儿出面，劝父偿还赡养债
年过花甲的周某，因儿子小周拒不支

付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赡养费，便到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在接到案件后，多次与小周
联系，希望他能主动履行赡养义务。起
初，小周承诺会主动将钱送到父亲家。但
后来，小周的承诺变成了一纸空文，其不
但没有履行义务，还拒不接听法院电话。
执行法官在调查了解到小周及其妻子都
在外打工，具备支付能力这个事实后，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晚上赶赴被执行人家中，

将小周拘传到法院，并对其作出司法拘留
15 日的决定。

小周被拘留后，小周的女儿无意中在
该院执行局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其父亲
因不赡养老人而被拘留的消息，立即与该
院执行局联系，表示愿意替父母支付赡养
费。

然而，周某却觉得赡养老人不是孙女
的责任，拒绝接受孙女的赡养费。面对这
种情况，该院执行局干警决定将小周带到
法院与周某、小周的女儿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

经过执行法官的说服以及小周女儿的
耐心劝解，小周当面向周某承认了错误，并
表示以后一定好好赡养老人。随后，在执
行法官的主持下，小周将赡养费交给了父
亲，双方冰释前嫌。

看着老人老有所养，父子重归于好，执

行法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法官讲法，弥合母女骨肉情
2016 年 9 月，黄某与陈某经嵩县法院判

决，解除了夫妻关系。双方婚后生育一女，
随男方黄某生活，陈某每月支付生活费 300
元，直到女儿年满 18周岁为止。

但陈某并未按照判决全额支付生活
费，而是一拖再拖。为此，女儿不得不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 年 2 月 23 日，法官
到被执行人住所，将正准备外出的陈某带
到法院。

到法院后，执行法官对陈某进行了说
服教育，对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行
为进行了训诫，并让她扪心自问：“怎么会
忍心不抚养自己的女儿呢？”

原来，被执行人陈某一直对前夫黄某
有怨言，认为黄某在离婚后故意不让其探

望女儿，所以才一直不履行。
法官对陈某说道：“既然判决书已经生

效，你就该按照判决书履行义务。而且，经
过我们调查，是你女儿不想见你，并非你前
夫阻拦。”起初，陈某对黄某充满怨气，表示
自己没有能力履行。

但当法官准备对其采取拘留措施时，
陈某还是觉醒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法
官说得对，我不该把对她爸爸的怨恨报复
到自己女儿身上，我应该让女儿健康成
长。”陈某当庭向法官履行了全部的抚养
费，并保证以后会按时向女儿支付抚养
费。

至此，这场母女之间的恩怨得到化解。
这就是执行法官的日常，不仅仅是简

单机械的执行，更是情感、伦理的交织，用
真心唤醒当事人沉睡的爱，让整个初春暖
意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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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暖还寒绿意浓 法官执行不停歇
□郎松涛 王芳芳

本报许昌讯（记 者 胡斌
通讯员 赵市伟 丁伟）胡某因
患精神分裂症入住许昌某医院
接受治疗。治疗期间，胡某情
绪突然失控，护理人员在实施
强制性保护措施过程中，指使
两名精神病人共同参与，导致
胡某颈椎骨折。近日，许昌市
魏都区法院判决该医院赔偿胡
某各项损失共计 31万余元。

患 有 强 直 性 脊 柱 炎 的 胡
某，去年被许昌某医院诊断为
精神分裂症，并入住该院封闭
区接受治疗。住院期间，胡某
突然情绪躁动，拽掉公共水管
开关，两名护理人员遂对胡某
采取约束性保护措施至其情绪
稳定。

其间，由于胡某力气大，护
理人员要求在该院住院治疗的
两名病人也参与其中。事后，
胡某被诊断为颈椎 C3 椎体骨
折。鉴于胡某病情复杂且较
重，该院出具转诊证明，胡某
被送往郑州一家医院接受手术
治疗，后被评定为八级伤残。

胡某育有一双儿女，女儿
6 岁，儿子刚满周岁。他多次
索赔未果，遂将该医院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自己医疗费、残
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扶
养人生活费等共计 36万余元。

庭审中，该医院辩称，医护
人员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不存
在违约情形，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且胡某患强直性脊柱炎，
病史 8 年，该医院在进行约束
性保护措施时强度适当，故不
排除胡某伤情系精神冲动时自
身用力过猛造成。

法院审理后认为，医院对
胡某采取约束性保护措施时，
允许两名住院病人参与，违反
医疗操作规范，致使胡某发生
伤残，未尽到其诊疗义务和安
全保护义务，应对胡某造成的
损害负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
胡某长期患有强直性脊柱炎，
该因素在其损害及伤残产生中
亦有一定参与度，应酌情减轻
该院的赔偿责任，酌定该医院
对胡某损失承担 90%的责任为
宜，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针对近期家
政服务投诉增多的现象，郑州市消费者
协会 3 月 20 日发布 2017 年 2 号消费警
示，提示广大消费者：找家政服务，要谨
慎购买大额卡，且一定要签订合同，索
留票据。

“我和邻居都在我爱我家家政公司
办了 5000 元的预付卡，结果春节后发现
这家公司关门了，怎么也联系不上。”昨
日，家住郑州顺驰第一大街四期的耿女
士向记者反映说，她的我爱我家预付卡
里还有些余额，邻居家的几乎还没怎么
用，但春节后却怎么也联系不到该家政
公司了。到店面一看，她们发现大门紧
锁，家政公司留的联系电话，怎么也打不
通。

在家政公司门口，她们还遇见了几

个前来讨要工钱的工作人员。
记者登录郑州我爱我家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官方网站，试着拨打官方网站上
所 留 的 热 线 电 话 ，却 被 告 知 已 暂 停 服
务。而我爱我家在郑州的数家分店，除
了一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外，其他均被
告知已停止服务。

另有消费者韩女士向郑州市消协反
映，河南大豫家政不把消费者当回事，前
几年办的保洁卡价值 1000 元，上面明确
是长期使用，没有期限，但是年前联系保
洁人员过来打扫时，却被告知卡作废了，
打客服电话，对方也不解决问题。

近期，郑州市消费者协会收到消费
者有关家政服务的投诉非常多。工作人
员表示，这些行为都侵犯了消费者的自
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乍暖还寒的初春，古城南阳刚刚下了一场
小雨，苍天都在为他“哭泣”。

昨日上午，南阳市公安局高新派出所民警
邰永刚遗体告别仪式在南阳市殡仪馆举行，南
阳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和邰永刚生前战友等百余
人前来送行。

邰永刚，年仅 48岁！生前是该所案件侦查
大队大队长，在主持完最后一次案情分析会后，
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经抢救无效，永
远离开了他挚爱的刑侦事业。

据同事回忆，邰永刚病发那天是 2月 9日，
中午 12点多，他正带着几名同志研究案件，突
然感觉胸闷，脸色发白，满头大汗。同事们劝他
快去医院，他却说：“下午还准备开大队全体会，
把今年的打击工作任务安排一下。我的病我知
道，缓一下，等工作忙完再说。”十几分钟后，他
开始呕吐，随即晕倒在办公桌前。同事们立即

将他送到南阳市中心医院，因病情严重，抢救两
天后又转院至郑州，被确诊为心脏主动脉血管
夹层，入院即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一度昏迷。3
月 17 日凌晨 3 时 55 分，邰永刚病情恶化，经抢
救无效，与世长辞！

噩耗传来，无数战友怆然泪下。他生前曾
经共事 14年的同事、瓦店派出所政委李传华听
闻情况，悲痛难抑，泣不成声：“小邰是累死的，
以前劝过他多少次得去医院，他都没听……”邰
永刚的主治医生也说他的病与长期高强度工
作、作息不规律有很大关系。

没有一个岗位他不熬夜，没有一个岗位他
不拼命。尤其是近几年，他身体一直不太好，但
工作从来没有落下。全国公安机关“清网”行动
期间，他在心脏支架手术后不到 7天就回到单
位上班，亲手抓获 3名逃犯……谁也没有想到，
那个工作上一直要强、从不认输的邰队长，这一
次晕倒竟成了永别，他的口头禅“等工作忙完再
说”竟成了临终遗言。

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 通讯员 王山）
济源检察机关 2017 年走访调研活动拉开序
幕。3月14日起，济源两级检察院的班子成员
分别带队，深入国有企业、山区贫困村镇及环
保等领域的 40余个单位、村居，广泛宣传检察
工作，主动征求意见建议，特别是检察机关服

务农村脱贫、国企改革、环境治理、发展转型四
项重点工作的意见建议，更好地服务大局。这
是济源检察分院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
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增强执
法公信力的有力举措。

3月 14日，济源检察分院检察长王宫武带

领相关部门干警深入济源边远山区邵原镇，听
取邵原镇班子成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
主要部门负责同志和村委代表的意见、建议，
实地走访黄楝树、双房等村居，介绍检察工作
职能，通报检察工作情况，为群众答疑解惑，受
到欢迎。

“等工作忙完再说”成临终遗言
——追记南阳市公安局高新派出所民警邰永刚

□记者 王海锋

郑州市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2017年2号
消费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慎重选择家政服
务公司：

1.仔细查看。首先要看家政公司是否具
备合法经营资格，尽量选择信誉好、证照齐
全、服务制度完善、服务人员管理规范的家政
公司。可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河南）”对企业信用信息进行查询。

2.签订协议。一定要签订书面合同或协
议。仔细阅读家政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注
意查看服务时间期限、价格、服务项目以及出
现侵害消费者财产、人身安全等行为时，经营
者应当承担的责任。

3.慎选大额。不要贪图优惠而办理大额
的预付卡。

4.索留票据，及时投诉。

郑州市消费者协会发布2017年2号消费警示

基层大走访 答疑解惑受欢迎

邰永刚，从警28年，从基层派
出所外勤和户籍内勤干起，先后
担任过法制室主任、派出所副所
长、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案件侦
查大队大队长，其间多次受到上
级表彰奖励：

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户籍
内勤；1997年、1999年、2011年先
后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2008年荣
获个人嘉奖；2013—2015年连续
3年被南阳市公安局评为优秀公务
员并记嘉奖一次；2004年被南阳
市公安局评为全市公安系统法制
民警先进个人；2010年被南阳市
公安局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家政服务 谨慎购买大额卡

邰永刚荣誉

精神病人情绪失控，
却让患者参与约束

违反医疗操作规范
医院被判担责90%

消
费
警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