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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助男孩雨中发愁
交警冒雨护送回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通讯员 牛天慧
本报讯 7 月 15 日中午时
分，项城市大雨滂沱，该市车管
所副所长石继花乘坐同事车下
班途中，看到一个小男孩孤单
无助站在路边，便上前询问情
况。原来，小男孩去同学家写
完作业后，发现外面下着大雨
路上全是积水，一时不知道该
怎么办才好。
了解情况后，石继花索要

了小男孩家人的电话号码，但
连打了数次没人接听。石继花
一边安慰小男孩别着急别害
怕，一边联系车辆准备送其回
家。等待车辆过程中，石继花
仍然不灰心，又反复打电话给
其家人，终于联系上了小男孩
奶奶。而此时，卧病在床的老
人，也正担心孙子安全。石继
花连忙安慰老人家别着急，一

会儿就把孙子送回家。
车辆赶到后，石继花立刻
抱起小男孩，趟水走到车旁，把
他安全送回家中。小男孩的爷
爷奶奶看到石继花后非常感
激，连连致谢。而等石继花回
到家后，已是下午 2 点，自己孩
子还没吃上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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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掉赌博诈骗团伙 查获赌资近万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牛天慧
本 报 讯 日 前 ，项 城 市 公
安局光武派出所四级警长杨
越超带领民警在辖区某宾馆
进行实名登记检查时，发现一
房间内有 4 名男子正在用扑克
牌以炸金花的方式进行赌博，
民警随即对现场录像取证，当
场查获扑克牌两副、赌资近万
元。
民警在对 4 名男子进行身

份核实时，其中一人陈某甲面
对民警的盘查躲躲闪闪，不敢
与民警对视。杨越超高度警
觉，发现陈某甲的隐形眼镜有
问题。经检查，戴上该隐形眼
镜后可以看到赌博时使用的扑
克牌的花色和大小。盘问中，
陈某甲承认了自己纠集陈某
乙、马某某使用魔术赌具做局，
诈骗高某某的事实。

目前，陈某甲、陈某乙、高
某某、马某某 4 人已因赌博被
行政拘留，而陈某甲、陈某乙、
马某某诈骗的犯罪事实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项城市公安局民警提醒，
十赌九诈，本来赌博就是违法
犯罪，诈骗更是罪加一等，希望
广大人民群众擦亮眼睛，莫走
歪路。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李玉坤 实习生 郭磊
很意外。但由于现场群众较
多，猴子受了惊吓，先后一路跑
到玉米地、杨树林，民警一路追
随试着接近。快到中午时，猴
子大概饿了，跑到一个老乡家
吃起了鸡饲料。民警韩高峰等
人先后投喂香蕉、西瓜，吸引其
注意力。趁其不备，民警迅速

将猴子抓住放入笼中，并派车
送往周口市野生动物保护中
心。
经鉴定，这只猴子是峨眉
藏 酋 猴 ，是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但它是如何出现在平原地
区，
目前还是个谜。

心理健康小分队走进警营送服务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庞超
本报讯 日前，周口市公安
局心理健康服务小分队奔赴淮
阳区公安局，为基层民警送去
贴心又暖心的服务。
活动开始前，周口市公安
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欧亚传达了
市局党委对民警的关爱之情，
心理教官许艳灵、李浩然、李玉
青、吕莉华、尚继延 5 位小分队

成员，针对一线民辅警工作任
务重、压力大，长期处在紧张忙
碌的应激状态、容易产生职业
倦怠感的状况，开展了一系列
的团体辅导活动。
通过暖场活动和互动游
戏，心理教官引导大家在愉悦
的气氛中放松身心、释放压力，
让参加活动的民辅警感受到团

队合作的力量，培养乐观向上
的工作、生活态度。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
心理辅导，增强了团队意识、争
先意识，将以此次团体辅导为
契机，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工作
热情，全力以赴投身于各项工
作当中，用实际行动为党的百
年华诞贡献力量。

救助走失群众 民警赢得点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庞超
本报讯 近日，淮阳区公安
局新站派出所成功救助 2 名走
失人员，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
众赞誉。
淮阳南高铁站是淮阳的重
要交通枢纽，几天前，新站派出
所民警李国卿、邝钰清值班时，
接到一起走失求助警情。民警
当即到达现场，发现一名精神

不正常的中年男子。高铁站工
作人员说，男子已在高铁站待
了将近 1 天，不吃不喝，话也说
不清楚。后经民警多方努力，
查找到男子是周口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许湾乡张车楼村村民。
了解信息后，民警驾车将该名
中年男子送到村中，其家人对
民警连连致谢。

民警快速破案
群众送旗致谢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何强

敬老院来了不速之客
民警斗智斗勇降“泼猴”
本报讯 7 月 8 日一早，沈
丘县公安局付井派出所接群众
报警：在付井镇敬老院附近发
现一只猴子，不时对着围观的
群众龇牙。所长陈剑鹏、指导
员刘伟钰和民警韩高峰等人立
即赶往现场。
平原地带来了猴子，确实

近日，中原银行周口分行淮阳支行举行了迁址开业典
礼。该支行将以迁址为契机，打造精品网点，深入挖掘网
点区位优势，为客户提供特色化、差异化、多元化的金融服
务，
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更加积极的贡献。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梁鑫 摄影）

几天后，类似的事情再次
发生。正 在 执 勤 的 李 国 卿 又
接到报警，一名群众在高铁站
迷了路。接到求助后，李国卿
迅速找到了迷路人员。原来，
迷路者是一名失去双亲的孤
儿。随后，民警联系到了迷路
人员的叔叔，并将其安全送回
家中。

本报讯 日前，周口市
经开区个体商户史某将一
面锦旗，送到西华县公安局
专案组民警手中，感谢民警
及时侦破诈骗案件，为其挽
回了经济损失。
史某在周口市经开区
经营一家厨具店，自 2021
年 5 月以来，一名中年男子
在其店内购买厨具，并先后
2 次让其把货送到指定地
点，并在事后向他发去微信
转账截图。第 3 次订货时，
男子让他把货送到西华县
奉母路一正装修的饭店
内。史某将厨具送到后，男
子以同样的方式发送了已
转账截图。

然而，两天后史某发现
自己的银行卡余额异常，经
调取自己的银行卡明细，得
知该男子的 3 次转账截图
共计 8225 元均未收到。意
识到被骗后，史某立即到西
华县公安局报案。
了解案情后，专案组民
警迅速行动，连夜开展侦查
工作，经分析研判、细致摸
排，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马某。几天前，专案组民警
在西华县城将涉嫌诈骗的
男子马某抓获归案，其对自
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马某已被西华县
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组织送温暖 民警受慰问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郭亚飞
本报讯 近日，受周口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警训中
心主任罗海龙委托，周口市
公安局市管干部、三级高级
警长赵红建一行莅临沈丘
县公安局，亲切看望慰问交
警大队民警和河北派出所
民警祝树华。
在公安局党委会议室，
赵红建向祝树华送上 3000
元慰问金，并转达市局党委
的亲切问候，对祝树华同志
一贯工作表现和工作成效
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勇担
家庭重任，乐观面对生活挫

折，
战胜困难。
随后，赵红建一行来到
沈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送
上暑期慰问金 5000 元。他
听取了交警大队教导员窦
晨中关于近期工作的汇报，
并与基层交通民警座谈，听
取意见和建议。赵红建鼓
励大家战酷暑、斗高温，全
力压事故、保畅通、保民生。
受慰问的基层一线民
警表示，时刻不忘上级组织
的关怀、温暖，将以更加昂
扬的姿态，投入到公安工作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