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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追债!婚查找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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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海洋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第二十一分公司组织机构代

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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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声明作废#

我场是三鹿集团下属奶牛
养殖场"因奶粉事件"全部
奶牛对外出售" 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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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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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头胎怀
胎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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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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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日产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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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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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客户可在牛群中自
由选购"食宿免费"并办理检疫%工商等手续&专车护
送"牛到付款"途中伤亡全部由我场负责"欢迎各界
购牛商前来选购& 另有一批西门塔尔%夏洛莱%黑
白花小公牛待售& 地址'山西省五台山奶牛养殖
场 联系人'贺银锁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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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质量 满意再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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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系黑白花奶牛养殖

农场" 现因当地乳业饱

和"决定向外售牛"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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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胎产奶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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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出售一

批西门达尔% 红白花% 夏洛莱等大小公牛及育肥

牛)本场食宿%检疫%运牛免费"多购赠铡草机一台&

单位'山西太原郊区国营红旗农场 联系人'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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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专利全国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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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日本高科技生产"各机型捕捞范
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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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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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适用于江河!水库!湖
泊及鱼塘捕捞"价特优"欢迎洽谈购机或
代理$ 图片资料和实地捕鱼光碟"短信索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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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本栏目信息只作

为双方交流平台" 客户交易

前请查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

续" 本报不作为承担法律的

依据)个人征婚栏目内信息"

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法关系前" 不要有

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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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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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饼九技术" 巧手洗
牌"张张认牌"摸牌变点"普通
色子"要几打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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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饼九技术" 各种麻将机
隐形程序"认牌器!变牌器!上分
器!一体机等高科技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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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饼九技术" 各种麻将机
隐形程序"认牌器!变牌器!上分
器!一体机等高科技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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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扑克麻将二八
扛现场指导包教包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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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磁遥控色子"用磁铁吸不住"砸开没任何东西"背包遥控色子$ 推饼专用%用进口的化学原料和专
业的制作技术"此麻将在

-

米之内清晰识别"用此牌当闲家可做到压哪门哪门赢$ 普通麻将色子坐

庄每把最低吃两家"要么通吃$另有推饼探测器+变麻将桌!认普通扑克绝技自己带牌当场拆开就可
以认出每张"

)

对
)

透视隐形眼镜拖拉机!炸金花!斗地主专用"包自摸麻将机"四人麻将一打三技
术"有场合作$ 最新背包式遥控色子"百分百准&

仅供娱乐
严禁赌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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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文化路创新大厦对面
-*!.

号

3450 1B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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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婚姻继承!劳动工伤!土地房产!民商合同
s<= Cht

代收欠款!交通事故!行政诉讼!疑难申诉!法律顾问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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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郑州市顺河路(东明路口$天弘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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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诚招县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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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有返点 年终有奖车

yz{|}~9

+' �ST~����������

+# �y{���� %�/) �����

本培训中心由具有高级师资职称的郑州孙记米

线口味创始人孙贯闯师傅以
%+

年创业经验亲手传

教'砂锅米线系列!麻辣烫!茄汁面!土豆粉!炒凉粉!

滋补鸡血汤!白吉馍!鸡丁烩面!热干面!香辣面!凉
皮!米皮!懒面皮!烙面皮!凉面!怪味面!馄饨!高汤!

奇香辣椒油系列等"技术及配方"学员亲手操作学会
为止"免费食宿"指导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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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热度是相同的"我们敬重#珍惜

每一个生命
/

$这是省第一监狱服刑人员医院

院长务孔云对记者说的话%

死亡线上被拉回

今年
*

月的一天" 务孔云刚刚查房完
毕"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只见两
名监狱警察和两名服刑人员抬着一个急诊
病号跑到了内科门诊门口$躺在病床上的服
刑人员张某已经休克" 务孔云等俯下身子"

为张某做起了人工呼吸$ 几分钟过去了"张
某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大的鼾声$务孔云马上
指挥急救小组对患者进行药物抢救"

"%

个小
时过去了"张某脱离危险"务孔云总算松了
一口气$

苏醒过来的张某"听说大家抢救他的情
景时"激动地对务孔云说%'这一次的生命是
您给我的( 谢谢您$ )务孔云欣慰地笑着说%

'医生的职责就是珍惜每一个生命$ 你可要
好好改造"真正地重新做人( )

,特殊医院-治病又医心

今年
+

月"

&"

岁的服刑人员杨某"因
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面对漫
长刑期"他曾一度丧失改造信心$ 后来"监
区警察发现他一段时间内食欲不振" 脸色
发黄"很快就把他送到监狱医院进行检查$

经诊断"他患的是肠结核"必须住院治疗$

在得知自己的疾病需要长时间治疗时"杨
某开始郁闷起来$ 善于观察的务孔云及时
发现了他的这种不良情绪" 在医院业务会
上"他向大家分配了任务"谁有时间"谁就
去和杨某聊聊天"多开导"多做心理辅导$

从那以后"陈院长和杨某谈起人生哲理"张
医生跟杨某谈起如何改造" 郝医生和杨某
谈起如何调节情绪**

杨某在警察医生的精心治疗和耐心开
导下"病情一天天好转"一颗麻木的心也逐
渐开始萌动起来$很快"杨某彻底痊愈了$一
段时间以后"当医院警察问起杨某的改造表
现时"监区警察笑着说%'还是医院挽救得彻
底"治病又医心$ )

采访结束"记者明白了省第一监狱服刑
人员医院成为全省监狱系统第一家被国家
卫生部命名为一级甲等医院和全省监狱系
统最佳医院的秘诀$这秘诀就是监狱警察无
私博大的真情和爱心$

青年男女谈恋爱本
是件让人愉悦的事" 但一
男子与女友交往时竟使用
假名"原来"该男子'谈朋
友)另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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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张某以
假名与家住洛阳市涧西区
三号街坊的王某认识"很
快两人成了情侣$

0%%#

年
)0

月
)&

日" 王某同父母
到郑州办事$其间"张某到
王某家在冰箱旁边地上发
现王某父亲的一张存折"

且在存折上写有密码"便
将存折拿走" 后分期将存
折中的

)1&#

万元取出"买

电脑+换手机"很快"不义
之财就挥霍一空$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张某的罪行很快被识破"

他被王某家人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窃取他
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盗劫罪$ 因张某犯
罪时未满

"#

周岁"认罪态
度较好"有悔改表现"且其
亲属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
失"取得受害人的谅解"因
此" 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

万元$

本想养儿防老的赵
树"招来了上门女婿"可没
想到却引来官司$

今年
(0

岁的赵树是
漯河市郾城区新店镇的一
位农村老人"因膝下无子"

只有三个女儿"经人指点"

赵树为自己的三女儿赵金
'娶)来了愿意上门和老人
住在一起的女婿李周$ 看
着女儿女婿恩爱的情形"

赵树心里美滋滋的" 对女
儿女婿也百般疼爱$

0,,#

年"赵树的妻子
患上了偏瘫" 原本以为赵
金夫妇会很孝顺" 但他们
却以种种借口不照顾赵树

年迈的妻子$ 气愤的赵树
多次找赵金夫妇讨说法$

今年
0

月"在村委会的调解
下" 赵树与赵金夫妻达成
协议" 由赵金为赵树在老
宅基地上盖三间平房$ 协
议签订后" 赵金夫妇却未
按协议为赵树建房" 七旬
的赵树在无奈的情况下将
赵金夫妇诉至法院$

郾城区法院审理此案
后认为% 协议书是双方真
实意思表示" 双方均应按
协议履行义务$ 日前"法院
判决赵金夫妇于判决生效
后两个月内按协议约定为
赵树建好房屋$

*

月
".

日凌晨
+

时许" 连霍高速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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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发生两辆大货车追尾事故"

导致重型普通大货车驾驶员江苏省灌南
县的张某与另一乘车人黄某被困驾驶室
内$

接警后"商丘高速交警大队二中队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 由于货车车头严重变
形"给营救带来很大困难$ 驾驶员张某被

变形的驾驶室卡住" 下半身不能活动"右
手关节断裂&黄某已神志不清"头部多处
受伤"浑身是血"发出微弱的呻吟声$ '不
要睡着"一定不要睡着$)为防止黄某昏死
过去" 民警纪献峰一直守在车旁对其喊
话$随后"虞城县消防官兵!高速交警事故
处理人员!虞城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也赶
到现场$

情况万分危急"消防官兵与现场的高
速交警进行紧急磋商" 制订了拓宽空间!

切割障碍物的营救方案$由于车祸现场泄
漏了大量柴油"所携带的氧焊切割机不能
在现场作业"否则会引发大火$

高速交警调来吊车" 在货车正前方"

用钢索对货车车头进行强拉" 拓宽驾驶
室$ 驾驶室空间增大后"抢救人员马上利
用液压剪对压在伤者身上的驾驶台进行
破拆"利用扩张器将驾驶室撑开"将两人
快速拉了出来"迅速送往医院急救$

*

月
".

日
.

时
**

分"一阵急促的报
警铃声响起"驻马店市练江大道中段悦泉
新村小区临街楼

+

楼住户家中突然起火$

接到报警后"驻马店市驿城公安分局老街
派出所民警郑中亮!朱笑峰迅速赶往市练
江大道中段悦泉新村小区$ 很快"消防官
兵!医护人员也赶到现场$

'屋内还有个孕妇哩$)听到附近围观
市民的呐喊"民警马上往小区院内跑$ 民
警!消防官兵经努力"很快将一名年轻男
子和一名孕妇从楼道内救了出来$

在现场"被救出的男子坐在地上低着
头不说话$ 他的头发被烧焦"两只胳膊烧
得脱了皮$ 民警耐心问该男子怎么回事"

沉默一会儿的他见医护人员要带他走"终

于开口说%'我把屋里的两个煤气罐打开
了$)得知情况后"民警郑中亮立即将此事
告诉驿城区消防大队大队长刘辉$ '马上
进屋将煤气罐关闭$ )刘辉向消防人员喊
道$

这时" 救援的开锁公司也赶到现场$

在消防官兵的掩护下"开锁人员将
+

楼房
门打开$ 消防官兵进入屋内"发现客厅内
摆放着两个煤气罐"经过冲水冷却"将阀
门关闭$

事故发生约
+,

分钟后" 情况终于得
到控制$ 驿城区消防大队教导员苏祖翔
说"那两个打开的煤气罐如果不是处理得
及时" 后果不堪设想" 这相当于两颗炸
弹$

0

线索提供 苏莉
A

,特殊医院-里的真情

记者 祁飞 通讯员 新春 贤国

假名谈朋友 醉翁之意不在酒
记者 郭富昌 马建刚 特约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郭保化

女婿不孝顺 招婿防老成美梦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思源

KLMNOP QRSTUVW

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货车追尾%煤气罐着火"日常生活中总会有些意外发生& 而在这些危险时刻"总会有我
们熟悉的身影出现..

", XYZ[\U ] _̂̀ ab

记者 张东 实习生 何高峰 通讯员 刘传海
B

文图

事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