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身怀六甲的女子只身一人奔波千里之外的

息县寻找男友!寻亲未果流落街头!多亏息县民警及

时施救!帮其找到了男友的家人"

!"

月
#!

日
!"

许! 一名孕妇气喘吁吁地到息县

公安局刑警大队称#$我有事!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

刑警大队中队长张海燕和侦察员刘心思急忙上前将

该女子扶进值班室% 经了解得知! 该女子叫李某!

$""%

年
&

月份! 李某在广东打工时与息县籍男子陈

某相识并同居!现已怀孕九个月% 今年
'

月份!陈某

悄悄离去! 心急如焚的李某于
!"

月
#"

日只身赶到

息县寻找陈某及其家人!经数日寻找却一直未果!李

某只好来到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值班民警立即向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陈勇汇报% 陈

勇安排办公室主任胡颖负责安顿李某!避免她因情绪波

动发生意外!同时安排值班民警根据李某提供的线索利

用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系统查找陈某及其家庭住址%

仔细回忆! 李某提供了陈某曾在息县某高中执

教的线索% 民警当日下午便驱车赶至息县教育局进

行了解!得知陈某是息县关店乡人!毕业后在息县某

高中任教!

$""%

年
%

月份辞职外出!现不知去向% 民

警立即将此情况通报给关店派出所要求协助查询%

关店派出所所长丁新经多方打听了解得知陈某辞职

外出后情况不详%

获取这些消息时天色已晚!李某焦急万分
(

陈勇

要求全队民警要加快工作进度%经过多方努力!民警

最终找到了陈某的父亲! 在刑警大队教导员吴卫明

和关店派出所民警的登门劝说下! 陈某的父亲终于

放下思想包袱!愿意处理此事%

面对滴血的菜刀!观望的行人纷纷躲闪!而一名

年仅
!)

岁的少年!勇敢地扑向凶手!死死抱住歹徒

的腰%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跟同学正在走!一个

陌生男人拉着冯高磊就往胡同里走! 另一个青年人

挥刀砍向他'(& 昨日上午! 提起
&

月下旬发生的

事!彭天昊仍记忆犹新%他是郏县第一实验中学三年

级学生!今年
&

月
$"

日下午
#

时许!他与冯高磊等
)

名同学行至县城八一路南段时! 突然从他们身后闯

过两名陌生男子! 一人拉住冯高磊的胳膊就往胡同

拖!另一名男青年举起手中的菜刀向冯高磊砍去!冯

高磊当即血流满面% 回过神来的彭天昊没有丝毫犹

豫!他勇敢地冲上去!死死抱住歹徒的腰!并大声向

同学喊道#)快报警* &眼看冯高磊逃离现场!杀红了

眼的歹徒把刀砍向了彭天昊!一刀+两刀((彭天昊

终因失血过多!倒在了血泊中%闻讯赶来的老师和同

学们把彭天昊送往医院!警方当即对凶手展开抓捕%

目前!

)

名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逮捕%

郏县警方据调查称!今年
&

月中旬!冯高磊与同

学雷某发生殴斗!事后雷某纠集同乡李某+程某+雷

某某前来报复冯高磊%

谈起这次人生经历! 彭天昊自豪地说#)我受了

伤!但我感觉值得* &近日!郏县公安局授予彭天昊

)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

年
!"

月!检察机关

恢复重建时! 我有幸进入检

察院工作并长期从事行政后

勤管理% 三十年来!我和干警

们一道艰苦奋斗! 既见证了

检察计财装备的重大发展 !

也在实践中积累了行政后勤

管理经验! 为保障检察工作

的顺利开展当好家理好财 !

至今我院仍保持着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刚恢复重建时的检察院

只有办公室+刑检科+监所科

等几个部门! 一共二十几名

干警! 办公地点就在一个老

车马店的
!"

间房子里!当时

的检察官还没有统一服装 !

全院只有一辆破吉普车和一

辆很老的幸福牌摩托车 !出

门办案主要靠步行! 路途远

的就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

虽然条件艰苦! 但大家

从无怨言! 工作时都是那么

认真+投入+忘我% 有时!为了

查办一起案件! 几十里的路

程要来来回回往返十几趟 !

为了核实一个证据或一个细

节要不厌其烦地反复查阅案

卷!询问所有相关人员%

因为检察院刚刚恢复重

建!检察人员来自各行各业!

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和工作

经验! 大家都是抱着尽快投

入工作+胜任工作的想法!一

有空闲就捧着法律小册子苦

读!不懂的就互相问!那种互

助互学+ 互相关爱的真挚感

情! 学习和工作时忘我的激

情!令人难忘%

!'&*

年!新乡地区撤销%

地市合并后! 我们的检察院

也顿时显得兵强马壮起来 !

院里的办公环境+ 硬件设施

和交通工具都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领导委派我管理车辆%

如何合理利用院里的车辆 !

多为干警办案服务, 如何既

跑得多又省油, 我当时把心

思都用在了这些问题上 !逐

步摸索出能一趟办理的事不

重复派车+ 能同时办理的事

不分别派车的方法% 开始有

些同志不理解! 都开玩笑地

说我是 )老抠门 &!但后来同

志们发现! 虽然院里办案经

费很紧张! 但是不管是办理

案件!还是办其他公事!我都

能科学合理地安排支出 !从

未影响过工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 ! 检察

机关的部门越来越健全 !队

伍越来越壮大 !经费也越来

越充足 ! 但同志们都知道 !

我管账还是一如既往的 )抠

门 &#报销什么一定问清楚 -

每部车跑多少公里耗多少

油一定查清楚 - 买什么设

备 !市场价格多少一定对比

清楚((但是同志们都没

怨言 !都很理解我 +支持我 %

我经常和新进入检察院

的同志讲起检察院的发展历

程!讲起过去那些艰苦创业的

岁月!希望大家在珍惜今天的

同时! 不要忘了艰苦朴素+勤

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

安报记者 赵国宇

被采访人 张振岭!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察长助理 #

纪念改革开放
!"

周年$$$我的亲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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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妈妈./.我想你*&

三岁的小曼妞哭喊着投进了妈

妈的怀抱% 年轻的母亲刘颖一

时泪流满面! 她紧紧地抱住孩

子! 哽咽地对济源市法院执行

局副局长程宝林说 #)程局长 !

真的太感谢你了* & 昨日中午

!!

时!在济源市下冶镇的一个

小山村! 将小曼妞安全送到母

亲的怀抱! 如释重负的程宝林

长长出了一口气%

)不用客气!这都是我们应

该做的! 希望你们母女以后生

活幸福% 我到圪台还要执行案

子!先走了*&说着!程宝林快步

跨上了车子%

三个月前! 刘颖和赵强夫

妻俩选择了离婚! 因为都想抚

养
#

岁的女儿曼妞! 两人没有

达成离婚协议! 继而走到了法

庭!由于孩子年龄相对较小!跟

随母亲生活对其成长有利 !法

官经过审理后将小曼妞判给了

刘颖!但是判决生效后!赵强却

将曼妞藏到了亲戚家中! 自己

外出打工对刘颖避而不见% 无

奈!刘颖到法院申请执行!承办

人员正是程宝林%

因为赵强打工在外! 为了

快速执结案件! 程保林多次到

赵强家做其父母的思想工作 !

希望其父母说出赵强的打工地

址% 起初!赵强的父母不肯说出

赵强的下落! 后来程宝林又请

村委干部配合! 反反复复地讲

道理 !讲法律 !讲亲情 !最终两

位老人点了头% 程宝林找到赵

强后! 赵强却坚决不肯说出小

曼妞的下落!并且态度蛮横!拒

不配合执行% 面对性格倔强的

赵强! 办案经验丰富的程保林

依法对其采取了司法拘留措

施% 两天后的中午!程宝林买了

烧鸡等来到拘留所看望赵强 !

在拘留所内对赵强晓之以理 !

动之以情! 坚持不懈地做其思

想工作%

看着满脸诚意的程宝林 !

听着句句入情入理的话语 !吃

着香喷喷的烧鸡! 赵强的抵触

情绪逐渐消除了% 接下来!程宝

林又贴心地和赵强探讨其女儿

的成长问题!希望他从有利于女

儿成长角度考虑问题!要多替女

儿想想未来!毕竟女儿不管到了

什么时候都是亲生的!都会认她

这个父亲的!一番知心话终于解

开了赵强的心结!他坦诚地向程

宝林表示!愿意把女儿曼妞交给

刘颖抚养% 赵强同时要求!希望

自己能在家和孩子一块儿生活

一个星期!培养一下父女感情!

程宝林爽快地答应了%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

昨日! 程宝林驱车到赵强家拉

上赵强和小曼妞! 一同来到了

刘颖的娘家%于是!就出现了本

文开头感人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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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记者 郭春彦 通讯员 侯阳

少年为救同学
奋勇抱住歹徒

安报首席记者李俊晓记者陈亚洲 通讯员闫建科杨星航

孕妇流落街头
民警帮其寻亲
安报记者 陈建章 通讯员 杨云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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