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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记者 李向华 实习生 刘峰杰
!

文 记者

汲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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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你这个动作做得不对" 弄不好会伤了自

己# 看我给你们做示范# $昨日
!"

时许"在郑州市

金水路与政一街一处空地上" 郑州市花园路巡防

队的巡防队员正在操练" 一名年近
#

旬的老太太

忍不住上前为巡防队员指点动作!上图"#

这名老太太戴着墨镜"精神矍铄"手脚轻盈"

动作舒展"举手投足间有股武术大家的风范# !练

功夫不在力量多大"而在于如何使力"我教你们的

都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 $老太太让一名巡防

队员攻击她"只见她双手一拨"脚底一绊"巡防队

员立刻摔了个趔趄#

这位姓赵的老太太说自己出生在武术世家"从

小习武#巡防队员一听"纷纷要拜老太太为师"老太太

笑着说'!不用不用"我可以经常给你们说说"也算是

为建设平安郑州作点贡献吧# $ !线索提供 梁卫国"

#$%&'()*+,-./

安报讯 !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赵

轶榜 王宏杰"!让我坐在白洁办公的

椅子上体验体验" 感受一下中国十大

杰出检察官的办公办案环境()$

$

月
%&

日下午"从英国来到河南"专

门看望党的十七大代表* 第七届中

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白洁的英籍华侨

李富宝" 一到灵宝市检察院白洁的

办公室" 就迫不及待地坐到了白洁

的办公椅子上#

李富宝祖籍广东梅山太埔 "从

祖辈移居英国经商到他已经四代 #

每年" 他都要往返英国和中国一两

次"回来省亲和联系生意#

说起李先生结识白洁"那还是在

一年前# 去年
$

月
'(

日"香港凤凰卫

视+冷暖人生,栏目播出了对我省灵宝

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副科长白洁的访

谈节目# 李先生在英国伦敦的家里看

到后" 深深为白洁身上表现出来的人

文司法精神所吸引"为祖国司法人权

保护方面的巨大进步感到高兴"就通

过凤凰卫视打通了白洁的电话# 从那

以后"他时不时地和白洁通电话"关心

白洁的身体健康"还给她寄些药物#这

次李先生回国除了考察项目外"一个

重要的愿望就是要到白洁工作生活的

地方亲眼看看#

在灵宝市检察院的安排下 "李

富宝到灵宝市检察院参观了该院的

信息中心*荣誉室和白洁的办公室"

与院领导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当他

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灵宝市检察院

是全国模范检察院和全国先进检察

院" 是河南省政法系统的一面旗帜

后"不禁感叹道'!白洁如此优秀"是

因为她生活在一个如此优秀的大家

庭里- 白洁只不过是中国检察官的

一位杰出代表" 在她的身后还有数

不清的优秀检察官" 从灵宝检察院

的办公办案环境和发展历史"我看到

了中国法治的进步和发展"看到了中

国司法的改革和人权保护# $

坐在白洁的办公椅子上"李富宝

激动地说'!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依

法治国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在法治的

保障下"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有更好更

快的发展"中国发展了强大了"我们

这些侨居国外的华人才能腰板更直"

才能更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 $

赖账不还"不仅!老赖$最高可

以罚款
()

万元或拘留"那些不协助

提供!老赖$信息的工商*税务*车管

所领导都要面临着拘留-

*

月
'

日"

新+民事诉讼法,将正式施行#

对#老赖$罚款翻
"#

倍

依据旧的+民事诉讼法,"对!老

赖$个人罚款最高
')))

元"单位罚款

最高
(

万元"可以说!不痛不痒$.!老

赖公司$ 的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甚至

可以毫发无伤" 因为依照现行的法律

规定" 法院一般只向监察机关或者有

关机关提出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对此"新法加强罚款*拘留等强

制措施的力度' 将罚款的金额全部

扩大
')

倍" 个人罚款最高
'

万元"

单位罚款最高
()

万元.对仍不履行

义务的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

人员"可以予以拘留#

不再通知立即搜查

旧的+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执

行人员应当在采取执行措施前向被执

行人发出执行通知" 被执行人逾期不

履行的"才可以实施强制执行#

对此"新法规定了!立即执行$措

施" 即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并有可能隐匿* 转移财产

时"执行员可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同时"新法还规定"被执行人有意隐匿

财产的" 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其住

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

明文规定可曝光老赖

新法还明确规定" 对于那些面

对债务破罐破摔"不久又改头换面*

照旧潇洒的!老赖$"将采取媒体曝光*

限制出境* 上诚信黑名单等一系列措

施" 建立一整套国家执行威慑机制和

个人诚信档案# 该制度将允许当事

人*社会公众查询"并将该系统与金

融*工商登记*房地产*交通*出入境

管理等部门以及其他社会诚信体系

网络相连接" 逐步从法律* 经济*生

活*舆论等各个方面对被执行人进行

制约*制裁"使!老赖$在社会上生活

得没有尊严# !据%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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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的文化内涵
不只是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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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多云转阴#三门峡$洛

阳$平顶山$南阳$信阳$驻马店

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 全省偏

东风
(

级左右& 郑州市多云间

阴天#有轻雾#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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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度&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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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法
明日实施

英籍华侨李富宝看望(十大杰出检察官$白洁时说)*白洁如此优秀+是因为
她生活在一个如此优秀的大家庭里, -

很多人以为清明就是扫墓&

民俗专家则称此话只对了一

半 # 清明节的内涵不仅是缅怀

故人 #还有亲近自然 $珍爱生命

的意味&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约始于周

代#已有
%"))

多年历史& 清明最开

始是个重要的节气#是春耕春种的

大好时节& 后来#清明与寒食合二

为一#禁火扫墓也成为清明节的一

个习俗& 到了唐代#清明节就演化

为祭祖的习俗了&

民俗学家张勃说# 清明节的

人文精神有两个层面' 一是纪念

感恩#缅怀故人%二是维护新生&

如果把清明仅看成扫墓的节日#

是一种偏见& 清明节的活动不只

是扫墓#还有郊游踏青$荡秋千$

踢毽子$ 拔河$ 放风筝等亲近自

然$张扬生命力的活动&

民俗专家扩展清明节的文化

内涵#主要是提醒人们不仅要传承

尊老爱幼的孝文化#还要弘扬珍爱

生命$呵护自然$维护环保成果的

精神#光大我国民俗文化的魅力&

希望每个人在清明节到来之

际# 大力宣传清明节的多重意义#

过一个文化内涵深厚的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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