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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误服农药 交警“开辟”生命通道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武燕

本报讯“快谢谢叔叔！”
近日，一位母亲带着年幼的
儿子来到汤阴县公安交警管
理大队二中队，见到负责人
冯鲲鹏，这位母亲就让儿子
跪下来给他磕头。冯鲲鹏赶
紧制止了他们，孩子母亲满
含热泪紧紧握着冯鲲鹏的双
手，感谢其帮忙开道将孩子
送医，挽回了一条幼小的生
命。

事情要从5月30日说起。

当天下午，冯鲲鹏正在办公室
工作，听到大门口有人急切地
喊：“快帮我们救救孩子吧！”听
到求助的声音，冯鲲鹏赶忙跑
到大门口了解情况。求助群众
称家里的小男孩误服了农药，
需紧急送到县人民医院抢救，
但是铁东路车辆太多，需要帮
助。

看到车上呕吐不止的男
童，冯鲲鹏立即召集人员驾驶
警车、打开警灯引导求助群众

的车辆前往县人民医院，7公
里的路程，他们仅仅用了5分
钟，为男童争取了宝贵的抢救
时间。直到男童被家人送进治
疗室，冯鲲鹏他们才返回单
位。

由于送医及时，男童经抢
救脱离了生命危险。6月2日，
男童的母亲带着孩子，想要对
事发当天帮助他们的工作人
员表示感谢，于是就出现了开
头那温暖的一幕……

被拐32年 安阳警方助他与家人团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李青文 苏丹

本报讯“我的儿呀，我找
你找得好辛苦啊……”近日，
在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当
更名为张军（化名）的儿子出
现在眼前时，向某一个箭步冲
上去，抱着儿子放声痛哭：要
知道，从孩子被拐那天算起，
他在寻亲路上走过了整整32
年……

1989年10月21日（农历
九月廿二），是向氏夫妇人生
最黑暗的一天。

当时，原籍湖南省祁东县
的他们，带着4岁的儿子壮壮
到桂阳县打工。向某至今记

着，那天早上7点，他在出租屋
门口乘坐公交车去上班，壮壮
从家里蹦蹦跳跳出来送自己。
在家里做家务的妻子，却直到
上午11点也不见儿子回来。

这一找，便是32年，为了
找儿子，夫妻二人四处奔波
……

自云剑-2021“团圆行动”
开展以来，文峰分局接到线索
对于疑似被拐人员张军进行采
血入库。今年4月27日，市局
刑事犯罪侦查支队传来消息，
称张军与湖南衡阳祁东县向氏
夫妇俩的DNA比对成功，双方

很可能有血缘关系。
得知这一线索后，文峰分

局高度重视，在市局刑事犯罪
侦查支队DNA室的指导下，
对张军进行了第二次DNA采
样。5月5日，经过二次比对核
查认定，双方的DNA比对成
功！

经过安阳与衡阳两地警
方的多次沟通，6月3日下午，
向某终于在安阳市公安局文
峰分局见到了自己失散了32
年的儿子，于是，现场发生了
上述感人肺腑的一幕。

北关区助力企业开办 效率再提升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刘斌 王箫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北
关区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新开
办企业服务效率，压缩企业开
办时间，近日，安阳市北关区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积
极探索商事制度改革新举措，
启动了“一座通办”审批服务
新模式。

“我们在大厅开设自助
办理辅导区，配置电脑、摄像
头、打印机等设备和帮办、代
办人员，帮助企业全流程网
上申报办理。我们与有关部

门系统无缝对接，将开办企
业各事项实行数据共享和材
料互认，相同申请材料只需
提交一次，开办企业全程通
用。申办人坐在自助办理辅
导区即可完成企业设立登
记、税务认证、发票首次申
领、社保参保登记、银行开户
预约、印章刻制等企业开办
事项。”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党组书记付海峰向记
者介绍。

民有所盼，我有所为。为

做好“一座通办”审批服务，
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了企业开
办“一座通办”管理办法，做
到全区一个标准衡量，提升
政务服务工作规范化、标准
化、科学化水平。

截至 5 月 25 日，北关区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自
助办理辅导区“一座通办”审
批服务惠及新设立企业 82
家，涉及变更登记事项 58
项、注销登记事项27项。

感恩人生成长 放飞青春梦想
安阳县实验中学高二学子举行成人礼

本报讯 为培养社会
主义合格公民，引导学生
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
树立远大理想，砥砺前行，
成人成才，适逢建党一百
周年，在学生十八岁走向
成人之际，6月10日上午，
安阳县实验中学为 2021
级高二年级学生举行成人
礼仪式。

“‘十八’二字合起来
是一个‘木’字，木可参天，
能挡风雨，可做栋梁。希望
同学们在今后的奋斗中，
坚守初心与梦想，永葆纯
真与善良。请铭记朴实无
华是生命最高的理想境
界，纯真善良是为人该有
的本真底色。”仪式上，安
阳县实验中学校长许书军
望着台下即将迈入“成人”

门槛的同学们深情地说
道。

“咚！咚！咚……”伴随
着18响的礼炮声，踏着催
人奋进的鼓点，迎着老师
们美好的祝福，高二年级
全体学生在父母的陪同
下，跨进成人门。

在加冠礼仪式上，学
生们向老师和父母行拜
礼，感谢老师们的倾情付
出，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不少人湿了眼眶，现场令
人动容。

活动最后，学生们集
体将写着梦想的气球放
飞。“上海交大，一定要
去！”“浙江大学等我”……
一个个承载着同学们沉甸
甸的梦想的气球，越飞越
高，越飞越远，飞向更广阔
的蓝天！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冯永强

董毓恒：青春，在奋斗中升华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陈嘉骏

本报讯 1997年出生的董
毓恒，今年刚满24岁，是汤阴
县公安局瓦岗派出所一名外
勤民警，2019年从河南警察学
院毕业后参加公安工作至今，
现在别看董毓恒年龄小、工作
时间短，但他已把“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深深镌刻于心。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大
江南北的时候，董毓恒从大年
三十开始，在工作岗位坚持了
四十多天，日复一日地开展巡
逻防控，对乡村街道未佩戴口

罩出行的群众及时劝阻，确保
本辖区“零感染”，全力保障了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白＋黑”，“晴＋雨”，“5＋
2”，是董毓恒的工作日常，只要
群众有需要，他总是随叫随到，
时刻把群众的需求置于第一
位，化解了一起又一起矛盾纠
纷，大大减少了辖区治安不稳
定因素，让群众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了人民警察爱人民。

当警察、抓坏人，是董毓
恒从小的梦想。参加工作后，
他克己修身，始终将严明的纪

律牢记于心；面对违法犯罪，
他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
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截止到2021年5月，董毓
恒共抓获、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人员52人，有效震慑了各类
违法犯罪，为群众交上了满意
答卷。

青年志存高远，就能激发
奋进潜力，新时代的青年人董
毓恒，寡言质朴、踏实敬业，在
平凡的岗位上，他用饱满的热
情、积极的态度、务实的作风，
让无悔的青春在奋斗中升华！

本报讯 张宇，男，35
岁，中共党员，三级警长，
是安阳县公安局白璧派出
所民警。从警9年以来，张
宇扎根基层，从关乎群众
利益的小事、实事做起，无
论从事警务室建设、基层
基础工作，还是从事侦查
破案工作，他始终怀着满
腔热忱砥砺前行，获得个
人三等功1次，荣获“全省
社区警务工作能手”“全省
社区警务工作标兵”等荣
誉称号。

社区工作中，张宇入
户走访了解社情民意，排查
化解矛盾纠纷300余起，开
展法制宣传讲座80余次，
教育救助困难群众60余
人，通过日常工作中的“小
事”与群众结下了“深情”。

打击违法犯罪是人民
警察的天职。张宇深挖线

索，缜密侦查，先后破获各
类刑事案件120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60名，重点
办理了张某团伙跨省盗窃
案等系列关系民生的案
件，维护了辖区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面对疫情，张宇冲锋
在前，配合防疫部门对重
点地区返乡人员进行管
控，疫情防护检查点执
勤，处处有他的身影。其
间，破获入室盗窃案件 3
起，累计检查过往车辆
800余车次，排查武汉返
乡人员 19 名，全部安排
隔离观察。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
张宇始终一颗红心向党、不
忘初心向前，把爱民情、强
警志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人民公
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扎根基层结“深情”
平凡岗位兑誓言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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