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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小事暖民心

A

要回出生医学证明
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 通讯员 段
苏君）近日，济源市玉泉办事处罡头村村
民张某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在社区民
警冯维光的帮助下，他 5 岁的女儿小朵（化
名）的出生医学证明被要了回来，小朵也
上了户口。
2010 年，张某与郭某结婚。2012 年 9
月，郭某生下女儿小朵。2013 年，张某与
郭某离婚，女儿抚养权归张某。郭某以财
产分割不公平为由，拿走了女儿的出生医

学证明。几年来，张某及其家人多次向郭
某讨要小朵的出生医学证明，郭某都避而
不见，导致小朵至今无法报户口，给生活
造成了不便。
济源市公安局北海分局亚桥警务室
社区民警冯维光得知这一情况后，想方设
法和郭某联系，郭某得知冯维光打电话的
来意后就直接关机。冯维光并没有放弃，
在征得张某同意后，带着小朵的照片找到
了郭某的家。

看到冯维光，
郭某依然态度冷淡，
告诉
他早已把小朵的出生医学证明弄丢了。这
时，
冯维光拿出小朵 5 岁生日时的照片递给
郭某看，
并语重心长地劝她。看着女儿的照
片，
郭某的眼泪夺眶而出，
封藏了数年的母
爱被民警的一番话语唤醒。她终于将女儿
的出生医学证明交给了冯维光。有了这个
证明后，
小朵很快就上了户口。
目前，小朵不仅有了户口，还在冯维
光的帮助下见到了妈妈郭某。

系非羁押诉讼，且其户籍所在地系许昌禹
州，
审查起诉期间，
公诉人在给被告人押某
邮寄送达法律文书时，
要求其将回执邮寄回
新蔡县检察院。
收到回执邮件后，公诉人发现包裹内
除了法律文书，似乎还有一包东西，遂当
即与押某取得联系。押某解释称，因得知

公诉人平时吸烟，在邮寄回执的时候想顺
便表示一下心情，就在包裹内顺便放了一
条香烟。
公诉人及时将这一情况向部门负责
人作了汇报，并多次通知押某尽快到新蔡
县检察院将那条香烟取回。后来，就发生
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B

退回一条香烟
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
剑锋 通讯员 杨红梅）3 月 17 日，
因涉嫌交通
肇事犯罪被新蔡县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押某，
在公诉人段辉的多次催促下，
到该院公诉科取回了一条香烟。
被告人押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犯罪于 3
月 14 日被新蔡县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因

整治

▲3 月 17 日，郑州市齐礼闫强制隔离戒毒所组织干警志
愿者开展禁毒宣传进社区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珍爱生
命、
远离毒品”
。
记者 王富晓 摄影报道

普法

▲连日来，浚县公安局浚州派出所组织
民警对辖区内旧货流通市场开展专项清理整
治工作。图为昨日，该所民警在辖区某旧货
市场排查登记废旧发动机、
液化气罐等信息。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蒋玉河 摄影报道

民警蹲点守候
现场
“撂翻”
窃贼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
庆伟）临颍县公安局陈庄派出所民警
经连日蹲守，近日抓获两名盗窃嫌疑
人，
破获多起盗窃电动三轮车案。
2月19日，
临颍县陈庄乡胡庄村的
贾某报警称，他在村西边烟炕房内干
活时，
停放在路边的电动三轮车被盗。
接到报警后，
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调查。
在调取被盗现场附近的各个路口
监控资料时，一辆摩托车的图像出现
在民警眼前。这辆摩托车在陈庄辖区
的多个盗窃案件现场出现过，但嫌疑
人作案时戴着口罩，无法看清面目。
通过对嫌疑车辆的追踪，民警只能判
定嫌疑人盗窃得手后，朝漯河市区方
向逃窜。陈庄派出所所长王辉指令，
一组民警继续追赶走访，一组民警在
案发现场附近区域蹲守。
3 月 14 日是陈庄乡四家李村一年
一度的春季庙会。往年每到各个村的
春季庙会，都会有电动车被盗情况发
生，
办案民警立即改变策略，
对四家李
村庙会进行现场布控。
14 日一大早，副所长陈晓旭带领
几名协警到四家李村各个进出路口布
控。11 时许，一辆摩托车进入民警视
线。陈晓旭请求火速增援的同时，带
领协警对骑该摩托车的两名嫌疑人进
行包抄。正在寻找作案目标的两名嫌
疑人有所察觉，加足马力准备逃窜。
民警迅速上前，
将其牢牢控制。
嫌疑人胡某彬、胡某星供称，3 月
14日上午，
他们先在临颍县瓦店镇瓦店
村盗窃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二人将电动
三轮车放好后，
再次到四家李村伺机行
窃。二人又供述了多次盗窃电动三轮
车的犯罪事实。经过确认，
民警将电动
三轮车发还给失主、
瓦店镇瓦店村的谭
某。因报案人贾某的电动三轮车已被
转卖到漯河市区，
民警现正在追赃。
3 月 18 日，胡某彬、胡某星被临
颍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公

▲为迎接全国文明城市考评、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郑州市二七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
集执法队员、
执法车辆和装载吊车，
于 3 月 18 日
17 时至 3 月 19 日凌晨 2 时拆除违章搭建，整治
市容乱象。
记者 路歌 通讯员 刘武军 崔宇正 摄影报道

▲近日，周口市公安局泛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到泛区
初中上法制教育课。课后，民警还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和
消防常识。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苗永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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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兹有王五君、王宝君、王建政、王玉均称：赵秀
枝（女，1926 年 12 月 22 日出生）已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去世，故分别申请继承赵秀枝名下位于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代书胡同 16 号楼 1 单元 9 号、管城
回族区代书胡同 16 号楼 1 单元 13 号、管城回族区
代书胡同 12 号楼 2 单元 35 号、管城回族区代书胡
同 13 号楼 5 单元 98 号的房产。
经查，赵秀枝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在郑州市绿
城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将上述位于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代书胡同 16 号楼 1 单元 9 号的房产指定由
王 五 君 继 承【公 证 书 号 ：
（2014）郑 绿 证 民 字 第
8200 号】、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代书胡同 16 号
楼 1 单元 13 号的房产指定由王宝君继承【公证书
号：
（2014）郑绿证民字第 8202 号】、位于郑州市管
城回族区代书胡同 12 号楼 2 单元 35 号的房产指
定由王建政继承【公证书号：
（2014）郑绿证民字第
8199 号】、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代书胡同 13 号
楼 5 单元 98 号的房产指定由王玉均继承【公证书
号：
（2014）郑绿证民字第 8201 号】。相关利害关
系人如对上述遗产有异议，请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
之前到本处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本处地址：
郑州市金水路16号中青大厦15楼。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7 年 3 月 21 日

专家云集 共同研讨高血压脑出血救治成果
中原第二届高血压脑出血救治最新研究与转化应用研讨会在郑州市二院召开
本报讯（记者 黄丽/文 通讯员 尹歌/
图）3 月 19 日，由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
分会、神经急诊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
河南省分会主办，郑州市医学会临床神经
电生理专业委员会、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承办的“中原第二届高血压脑出血救治最
新研究与转化应用研讨会”在郑州召开。
省内外近 500 名神经内外科医师参加会
议。
当日上午，国内知名专家冯华教授、
伍国锋教授、孙树杰教授、骆锦标教授及
中原地区知名专家、学科带头人刘献志教
授、张杰文教授、马建军教授、薛孟周教授
等云集会场，分享脑出血诊治领域最新的
学术研究进展和发展动态，聚焦颅内出血

诊疗的规范、强化基层救治能力的提升。
专家们重点围绕脑出血病因学、病理生理
过程、重症脑出血监护、脑出血微创治疗
等相关学术的新理论、新动态及新进展进
行交流，探讨我国规范化、统一化、系统化
治疗脑出血之路。
据悉，我国对颅内出血的诊疗历史久
远，从内科的药物治疗到外科的手术治
疗，从传统的开颅手术到现在的微创穿刺
血肿清除手术、血管内介入手术，从简易
立体定位到精确三维定位，从硬通道到定
向软通道，中国脑出血的治疗方式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微创软通路手术是脑出
血救治的发展方向，使用的引流管是柔软
的硅胶管，最大程度减轻了患者损伤。这

项技术无须大型设备，适宜在基层医院推
广普及。
郑州市二院院长孙世龙介绍，微创手
术是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与传统的开颅
手术相比，微创软通路手术无须全麻、创
伤小、对脑部的破坏和干扰小，这使得患
者的肢体和语言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
存和恢复，优势明显。目前，该院已通过
此项技术成功挽救了 200 多名脑出血患
者的生命，医院连续举办两届“中原高血
压脑出血救治最新研究与转化应用研讨
会”，旨在为中原神经内外科医师搭建平
台，使大家共同学习最新的理论及方法，
能有机会参与国内外课题研究和科研技
术合作，
从而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

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