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密防控守平安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公安民警武装
巡逻的威慑作用，濮阳县公安局反恐应
急处突大队围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强化街面巡逻防控，要求值班人员时刻
认真履职，严密防控；巡逻中定人、定岗、
定巡区，做到“白天见警车，夜间见警灯，
案发在街头，抓获在现场”，全力提升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马建志）

无证驾驶被查处

本报讯 近日，南乐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配合交警大队开展道路违法治
理工作。杨某无证驾驶一辆柴油农用
三轮车，贺某无证驾驶一辆柴油拖拉
机，分别被民警查获。经询问，两名违
法行为人均对其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最终，杨某、贺某二人均被
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赵宽龙 王玲霞）

突出重点查酒驾

本报讯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中，宁陵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辖区道
路交通违法特点，突出整治工作重点，
进一步加大涉酒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力
度，有效预防和减少因酒驾引发的道路
交通事故，确保辖区道路安全形势平
稳。2018年 12月份以来，该大队共查
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22起、醉酒驾
驶交通违法行为17起。 （李雪莹）

创新举措强作风

本报讯 濮阳市公安局胜利分局
采取多项举措，推动纪律作风建设年
活动向纵深开展。一是警示教育“日
提醒”，反复提醒民警坚守纪律底线。
二是监督制约“零容忍”，从细节、“小
事”抓起，深挖细查，严厉追责。三是
规章制度“重运用”，出台《分级约谈惩
戒制度》，对违反规定、制度的进行约
谈，并与被约谈者平时考核挂钩。四
是边建边干“要效果”，将纪律作风建
设与促进工作相结合，以工作成果检
验纪律作风建设成效。

（楚明宇）

严查违法重预防

本报讯 按照道路交通管理“百日安
全行动”的部署要求，为切实做好冬季道
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1月8日晚，延津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严查
酒驾醉驾专项行动。行动期间，该大队科
学部署警力，采取集结警力设卡查缉、小
分队路面巡逻、远程布控等形式，严查酒
驾违法行为。行动当晚，该大队共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94起。 （苗宏志）

通报案情敲警钟

本报讯 内黄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召开
“严警纪”专题教育推进会议，通报安阳县
北流寺执法站违规收“黑钱”人员及相关
责任人被处理的最新进展情况，要求全体
巡逻民警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规范执法、
廉政执法。 （齐小勇王庆元）

教育整顿求长效

本报讯 为使“严警纪、强素质、树形
象”专题教育整顿活动取得实效，内黄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召开专题会议，以市公安局
领导的表扬为动力，强化措施落实，力争形
成教育整顿长效机制。（齐小勇王庆元）

警务协作效果好

本报讯 濮阳市公安局大庆分局与
中原油田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于 2018年
12 月初召开警务协作联席会，并签署

《合作协议书》。合作以来，双方联手破
获非法经营、故意伤害以及组织卖淫、
赌博等刑事案件5起，逮捕犯罪嫌疑人
10 人，打掉赌博窝点、黑加油站各一
处，治安处罚13人。 （黄先超）

帮助盲人获称赞

本报讯 1 月 7 日，在邓州市三孔
桥路段，一名盲人用导盲棍试探着过
马路，不小心走进了三孔桥的机动车
道。当时车流量非常大，情况十分危
急。在该路口执勤的邓州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城区中队辅警秦旭峰见此情
况，赶紧上前扶着这名盲人，将其带到
人行道上。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被网友传到网上，暖了很多人的心，大
家纷纷为这名辅警的爱心点赞。秦旭
峰说，希望所有人在遇到身旁有需要
帮助的人时，都能伸出援助之手，以小
举动、大关爱共创文明交通。

（王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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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汉囧事多，醉话也惹
祸。洛阳市的邱先生就因
醉酒后多管闲事，险些招来
一顿打。

1 月 6 日 14 时许，洛阳
市公安局长安路派出所民
警接邱先生报警，说有人要
打他。

民警赶至邱先生所在
的洛阳市涧西区联盟路与
龙鳞路交叉口附近，发现这
原来是一场闹剧。这场闹
剧的源头，是邱先生喝了太
多的酒。

原来，当日在联盟路与
龙鳞路交叉口附近发生了
一起交通事故，双方就事故
责任及赔偿协商不一致，便
拨 打 122 电 话 报 警 。 没 想
到，双方正在等待交警大队
事故科民警前来处理时，邱
先生醉醺醺地走上前来，嚷
嚷着要充当事故“裁判”，给
他们划分责任。

醉酒的邱先生说话很
没有逻辑，东一句西一句，
原本是想劝两方以和为贵，
却变成了一会儿指责这个
一会儿指责那个，惹得双方
都甚为不满，其中一方还与
邱先生发生了争执。“裁判”
没当成，还跟人吵了起来，
见形势不妙，邱先生担心挨
打，便报警求助。

处警民警了解清楚事
情经过后，第一时间将满身
酒气的邱先生劝离现场。

（戚军锋）

▲1月10日，新乡市公安局南环分局民警在街
头开展以“警民牵手110，共创平安迎大庆”为主题
的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鲍可 摄影报道

▼1月10日上午，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积极开展110主
题宣传活动，大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一系列活动的
开展，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交通安全知识水平，增进了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文韬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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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闲事的醉汉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山西省

大同市的郭小红赶到了河南淇县。
她将在这里和其他 4 名亲人会合，去
派出所接回失踪了 20 年的母亲。将
要见到母亲的喜悦，驱散了一身的
寒意，抱紧了怀里那面写有“人民好
警察，百姓贴心人”字样的锦旗，郭
小红觉得心里涌着一股暖流。

20 年前，郭小红 19 岁，妹妹郭小
林 11 岁，她们还居住在河北省张北
县。那一年，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
的母亲安水仙突然离家。家里人找
了很久，还在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
登过寻人启事，然而一直没有得到
母亲的信息。父亲一直找了母亲四
五年，最终灰心放弃，另娶他人。转
眼间，20 年过去了，郭小红婚后在山
西大同定居，妹妹郭小林和丈夫也
在湖北买房定居。这些年来，姐妹
俩说起母亲便眼中含泪，可也早就
放弃了寻到母亲的幻想。

没想到啊，她突然就接到了淇
县公安局卫都派出所民警的电话，

说他们辖区有一名群众，很像她走
丢的母亲，让她辨认一下。

这巨大的喜讯砸得郭小红晕头
转向，她颤抖着手加了民警的微信，
通过视频，看到了对面六十来岁的老
人。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那就是
母亲，是心心念念 20年的母亲啊！

民警还告诉她，这些年母亲过
得比较安稳，没吃过什么苦，这让她
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10 多年前的一天，淇县卫都街
道办事处居民肖天翔在家门口遇到
了一个饥寒交迫的流浪女人，就收
留了她，此人正是安水仙。其间，肖
天翔曾多次询问其家庭地址，想把
她送回家。可是，由于她精神异常，
不 能 正 常 与 人 沟 通 ，始 终 没 能 如
愿。就这样，肖天翔担起了照顾她
的责任，一转眼就是十几年。

2018 年 11 月，肖天翔因病去世。
平日里，安水仙对肖天翔极为依赖。
肖天翔去世后，她拒绝与他人相处，多
次外出不归，每次都是肖天翔的亲人

将她寻回。担心她在这大冷天里出
事，肖天翔的侄子带着她赶到卫都派
出所，想请民警帮她寻找家人。

该所所长贾延庆试着与安水仙
交流，可其神志不清，交流异常困
难。经过反复耐心的沟通，贾延庆
连蒙带猜，初步判断她是河北省张
家口市张北县人。贾延庆在公安部
人口信息系统中仔细搜索，逐个分
析排除后，又通过鹤壁市公安局指
挥中心，与张北县公安局取得了联
系。在当地警方的大力协助下，很
快，贾延庆与安水仙的女儿郭小红
取得了联系。

突然接到惊天喜讯，郭小红立
即电话告知妹妹、姨妈及其他家人，
他们分别从湖北、山西和河北出发，
赶到淇县认领亲人。

在卫都派出所，时隔 20 年后团
聚，郭小红姐妹与母亲抱头痛哭，其
他亲人也纷纷拭泪。这一刻，暖意
融融。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通讯员 倪巨军 刘金有/供稿

千里认 亲

图
片
新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