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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警民情 满满正能量
危急关头 他用身体顶住车头救出孩子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
实习生 杨瑞雪 周晓文）近日，开封市某
医院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失控的厢
式电瓶车将几名路人和两辆婴儿车先
后撞翻在地。危急时刻，一名男子冲上
前去用身体顶住车头，同行女子则一把
拽出卡在车头下的婴儿车，救出了孩
子。这两人正是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调
研员尹玉东和他的妻子夏萍。
10 月 6 日上午，该医院几名工作人
员在北院区用厢式电瓶车运送物品，电
瓶车突然失控，顺着病房楼前的斜坡车
道冲了下去，首先将路中央一名行走缓
慢的老人撞倒在地，接着撞翻了一辆婴
儿车，之后又冲向路边的行人。在接连撞
倒几名行人后，
电瓶车最后又撞上了一辆
婴儿车。婴儿车翻倒后卡在电瓶车的车
头下，
被带向绿化带外的步道路肩，
车里
一个 3 岁的孩子顿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哭
声。在这危急关头，
原本到医院来看望生
病母亲的尹玉东冲上前去，
用身体顶住电
瓶车的车头，
阻止车辆继续行进，
在路肩
和车头之间撑开了一片安全区。夏萍也

跟着冲上前去，
尹玉东让她拽出车头下的
午孩子的父亲还专门打电话来，说孩子
婴儿车，
先救出了孩子。
现在没事了，
让我放心。
”
不料孩子刚被救出，电瓶车司机却
10 月 7 日，尽管腿和脚包扎着走路
因惊慌失措误把前进踏板当作刹车踏板
都困难，尹玉东仍坚持回单位在岗备
踩下，
电瓶车的车身向前一耸，
再次冲出
勤，左腿不能弯曲就平放在椅子上，双
去，
尹玉东被撞得跌到身后的草坪上，
绿
脚不能正常走路就靠右腿蹦，下班后就
化带边沿的铁围栏也被撞断裂了。强烈
到诊所打消炎针，吃住都在单位，并未
的撞击导致尹玉东的左腿受伤，
脚踝处被
回家休养。面对同事们的问询，他也只
断裂的围栏划出一条10厘米多长的伤口， 说被电瓶车撞到了，直到事情被网络媒
皮肉崩裂，
鞋袜瞬间被鲜血染红。见状， 体报道后，大家才知道他的伤情背后，
附近的群众纷纷跑上前去帮忙，
共同推开
是挽救了一个孩子生命的英勇行为。
电瓶车，
扶起尹玉东。
事后，有人问尹玉东：
“你当时没穿
此时，被救的孩子还在大哭不止， 警服，没人知道你是警察，为啥还要冒
倒在地上的老人不住地呻吟，面对这一
险冲上去救人？”尹玉东笑呵呵地说道：
切，尹玉东对赶来抢救的医护人员高 “不管别人知不知道，我都不会忘了自
喊：
“ 我的伤不要紧，先抢救老人和孩
己是一名党员民警，关键时刻人民群众
子。”在简单缝合、包扎伤口后，得知孩
有难，我不上谁上？不只是我，咱们警
子已经安全的尹玉东悄然离开了医
察碰到了这样的事，都会这么做。”朴实
院。
“当时我的左腿疼得都没有知觉了， 的话语，令人动容，他用自己的行动，诠
因为受伤部位在脚踝处，也没办法缝
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践行了人民
针。不过，只要孩子没受伤，我这条腿
警察的铮铮誓言，写下了公安民警的责
就算断了也是值得的。”尹玉东接受河
任与使命。
南法制报记者采访时笑着说道，
“9 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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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员将“老赖”
堵在宾馆
本报巩义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占伟 通讯
员 李韶峰）9 月 5 日，被执行人张某当场被巩义
市法院执行员时怀飞堵在巩义市某宾馆内。
2017 年 10 月，张某向郜某借款 2 万元并出
具借条，借款到期后郜某多次催要，张某均以各
种理由推诿不还，后经巩义市法院依法审理判
令张某偿还郜某 2 万元及利息。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多次联系
张某督促其履行义务，但张某长期居无定所，隐
匿行踪，与执行干警玩起“躲猫猫”，试图躲避执
行。2018 年 9 月 4 日，执行干警接到举报，称张
某在巩义市某宾馆,执行干警迅速赶过去，却扑
了个空。执行干警和张某电话联系时，张某非
但不配合传唤，还声称自己每天换一个宾馆住，
看执行干警如何找到他。执行干警通过技术手
段于次日将张某抓获并顺利带回执行局。
经查，张某日常用着高端手机、佩戴昂贵名
表，且微信上有大额交易，属于有还款能力的被
执行人。执行干警时怀飞一再释法明理，做其
思想工作，张某不为所动，依旧拒不履行还款义
务，遂对其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在提审张某
时，时怀飞明确告知其行为已构成拒不履行判
决罪，若再不履行还款义务，面临他的将是刑事
制裁。
就在张某被拘留的第三天，其家人将执行
款全额交至执行局，且张某另外两起执行案件
也于当日与申请人达成还款协议，至此，三起案
件得以顺利执结。

困难时刻 她用一张字条照亮老人回家路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勇 马
国福 通讯员 杜中亚）
“K967 次列车的工
作 人 员 ，您 好 ，我 是 新 乡 站 民 警 郭 亚
楠。这位老奶奶不识字，来的时候下错
站导致又重新买票上车。希望您能帮
助她找一下座位，目的地是武昌，到站
时间是 13 时 02 分，下车时拜托您提醒她
一下，我已联系好她家人，会在出站口
接她。谢谢您！”这是郑州铁路公安处
新乡火车站民警郭亚楠给一位迷路老
人的字条内容。正是这张普通的字条，
照亮了老人回家的路。
10 月 9 日 15 时 40 分许，郑州铁路公
安处新乡火车站民警郭亚楠在新乡火

车站进站口执勤时，看到一位 70 多岁的
白发老人神色慌张，双手提着行李，吃
力地往前走着，面露难色。
郭亚楠见状立马走上前去，关切地
询问。老人急切地讲了很多，说着说着
就哭起来了，因为口音浓重再加上紧
张，她表述得并不清楚。郭亚楠安抚她
的情绪，耐心地一遍遍询问，了解到老
人是下错了站，现在想买票回家，却不
知道如何购买车票和进站上车。于是
在郭亚楠的帮助 下 ，老 人 顺 利 地 在 售
票 厅 购 买 了 新 乡 至 武 昌 的 K967 次 列
车的车票。在候车厅候车时，郭亚楠
积极联系了老人的家人，告知其家人

具体情况，并嘱咐他们提前到武昌火
车站接老人。为了排解老人急切的心
情，她还和老人拉起了家常。等列车
进站后，郭亚楠一手替老人拉着行李
箱，一手小心翼翼地扶着老人进站，并
贴心地写了一张字条放在了老人的口
袋里，让她方便与列车员沟通。老人
安全上车之后，郭亚楠与她挥手告别，
待列车离开车站后，郭亚楠立即返回
工作岗位，继续执勤。
在火车站，有无数的一线民警每天
都要面对各种情况，像这样温暖的画面，
还有很多很多。郭亚楠说：
“这是一件不起
眼的小事儿，
但是我做了，
才能心安。
”

信阳警方
“平安守护”
系列报道

教官团
“送教上门”互动教学
□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孙佳懿/文图
为全面提高公安民警业务工作能力、警务实战技能水
平和体能素质，推动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10 月 9 日，信阳
市公安局教官团到信阳新县公安局开展“送教上门”活动，
该局组织 60 余名民警参加学习训练（如图）。
“送教上门”活动以实战训练和讲课的方式进行，战训
教官准备充分、耐心讲解，从实战角度出发，用生动鲜活的
案例进行了现场演示，就警务实战技能拓展应用、处置群
体性事件等内容进行了现场授课，与参训人员进行面对面
交流，指导民警们开展单警装备使用动作、警械盾牌和警

棍击打防守技能训练、武器使用戒备姿势等项目训练。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战训教官针对民警日常工作中经常出现
的错误和容易忽略的安全问题进行了指导和纠正，让参训
民警从实战中发现问题，进行自我分析，寻找不足之处，预
防和减少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通过面对面、
手把手互动教学，
参训民警接受了前沿理
念，
技能也得到了提高，
达到了解疑释惑的目的。参训民警
纷纷表示，
“送教上门”
的教育训练模式，
对全面提高基层民
警的综合素质、
深化基层大练兵活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近日，封丘县鲁岗镇群众刘振一将一面
印有“真诚办案 人民好公安”字样的锦旗送
到封丘县公安局鲁岗派出所，以表对该所民
警快速破案挽回损失的赞誉之情。
张进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