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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民携手，四小时生命大营救
王霞
9 月 23 日 19 时许袁贵州省兴义市公安局雄武派
出所的民警们刚刚吃完晚饭袁突然袁派出所接处警电
话急促地响了袁原来是雄武乡高峰村村主任杜清荣打
来的求救电话袁称有一位老人倒在了高峰村张家湾深
山里的浅水滩里袁生死不明袁请求派出所民警赶紧前
去处理浴
放下电话袁值班民警冯友一边安排同事准备手电
筒尧矿泉水等夜间出警物资袁一边向乡政府值班领导
报告情况袁并安排辅警张洪在所里候着随时准备查询
被困人员相关信息袁随即驾驶警车迎着朦胧的夜色赶
往高峰村遥 一路上袁还不忘通过电话向杜清荣进一步
了解核实情况袁联系雄武乡卫生院的救护车噎噎
孤寡老人迷路深山 危机四伏
月
9
23 日下午六点过钟袁 高峰村的放蜂人刘向
华像往常一样上山去收蜂子袁当他走到一座山头的时
候袁意外发现有个人倒在一个浅水滩里遥 刘向华走近
一看袁水滩里的人大约五尧六十岁袁像是睡着了一样袁
仔细观察却不认得袁并且确定此人不是本村的袁于是
马上掏出手机给村主任杜清荣报告发现的情况遥
杜清荣感觉事出有因袁恐怕事态严重袁随后就给雄
武派出所打去了报警电话遥值班民警冯友接警后袁马上
安排当班民警尧辅警找好手电筒等物品袁便急匆匆地带
着三名辅警驱车赶往高峰村遥一路上袁冯友先是联系杜
清荣了解被困人员情况袁 并要求村里安排村民刘向华
守在现场袁又联系乡卫生院让救护车做好准备遥
野我们到张家湾时就没有了上山的路袁正当我们
准备徒步上山的时候袁热心肠的村民孟兴洪主动提出
给我们带路遥 孟兴洪说上山也没有现成的路,山上的
水塘子尧浅水滩很多袁没得人带路容易迷路或是掉到
水塘子里遥 冶冯友说袁当时孟兴洪还特意回家换了一双
水鞋遥 由于车辆进不了山袁冯友只好安排随行的辅警
王宽在高峰村等候医护人员遥
孟兴洪自告奋勇当起向导袁 带着冯友一行深一
脚尧浅一脚地踩在杂草与灌木丛中袁时而抓住树枝袁时

朱玉敏

而摸着岩石袁艰难地往山里行进遥 也不知道在山里穿
行了多远袁50 多分钟后袁孟兴洪兴奋地喊了一声院野在
那点袁快看快看袁有灯光的那点浴 冶循着刘向华给予的
手机光源袁冯友他们加快了步伐遥
被困深山四天 原因扑朔迷离
在现场袁只见老人满身是泥袁面色惨白袁瘦骨嶙
峋遥 刘向华告诉冯友他们袁因为不晓得这人是死是活袁
也不敢乱动现场袁所以就一直站在边上看着遥 不等刘
向华说完话袁冯友立即组织在场人员将老人抬到滩边
的杂草坪上袁伸手试了试老人的呼吸袁又感觉了一下
有没有心跳袁确定人还活着遥 他马上扭开一瓶矿泉水袁
间隙性地给老人喂了几口水遥
不一会儿袁老人睁开了眼睛遥 冯友询问了老人的
情况袁得知老人也不算老袁今年 56 岁袁晕倒在这儿已
经好几天了遥 喝了几口水休息一阵后袁后续赶来的医
护人员又给他喝了葡萄糖袁状态渐渐好了些遥 医务人
员对老人的身体进行检查后袁发现他除了因饥饿引起
的血糖偏低外袁没有其他问题遥 冯友与医生商量袁夜已
深袁赶紧想办法带人下山遥
可这时候的问题来了袁这上山容易下山难袁这可
怎么办呢钥
刚开始的时候袁民警冯友和政府干部李玖付两人
决定将老人抬下山袁但是还没走得 200 米袁他们就感
觉到这样的方式行不通遥 由于是下坡路袁山路湿滑袁天
色很暗袁很容易摔跤遥 于是两人就用换着背的方式袁一
人背一程袁在辅警协助下跟着向导往山下走遥 在下山
的途中袁冯友为了避开一个水塘子袁脚下一滑还给摔
了一跤袁幸好老人没有受伤遥 到山下大路边时袁冯友和
李玖付两人都汗流浃背尧精疲力竭地瘫坐在地上遥
由于不知道老人姓甚名谁袁冯友必须尽快掌握老
人的信息袁以便联系其亲属遥 他翻开老人随身携带的
包裹袁发现里面装着身份证尧钥匙尧感冒药等物品遥 从
身份证上得知袁被救人员名叫李国赛袁是兴义市七舍
镇鲁坎村村民遥 通过七舍派出所查询袁才知道李国赛

是一位孤寡老人遥 野问他为哪样来到雄武袁他支支吾吾
地说是来雄武找亲戚袁但是没有找到袁加上人生地不
熟袁在山里走得又是累又是饿的袁不知啥时候昏倒在
山里了袁只记得醒过来时喝了些水滩里的水遥 冶冯友
说袁如果不是喝了些水滩里的水袁恐怕也熬不到现在遥
警民携手营救 被困者无大碍
由于时间紧迫袁冯友一行人赶紧将李国赛送往雄
武乡卫生院做检查遥 通过检查袁发现李国赛除了身体
虚弱外袁并无大碍遥 随后袁冯友与七舍派出所对接袁主
动开车将李国赛送到了七舍镇卫生院袁交给当地民警
负责安顿遥 回到所里袁已是深夜 23 时袁终于松了一口
气的他袁才换下那满身是泥的警服遥
野山路真的很危险袁加上前两天下过雨袁路很湿
滑袁加之山上岩溶小水塘又多袁稍有不注意袁就会掉到
水塘里遥 救人的地点离住家户较远袁伸手不见五指袁不
容易呀浴 冶村主任杜清荣说袁派出所的民警尧乡政府的
干部和卫生院的医生都挺辛苦袁都是好样的袁一个求
助电话袁他们二话没说就跑了来袁一干就是大晚上遥
据冯友介绍袁当时接到村主任的电话袁他的第一
感觉怕是出了命案 袁虽然详细情况还没有掌握 袁 但凭
在派出所工作多年的直觉袁村里报告的那个人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遥 野第一反应是赶紧收拾装备器材袁立即赶
赴现场查看袁所以安排人在所里值守尧联系卫生院和
政府的干部都是在出警的途中完成的浴 冶冯友说袁所幸
村民发现及时尧报警及时袁派出所的尧乡政府的和卫生
院的反应也及时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遥 冯友说院野还多
亏放蜂人刘向华尧村民孟兴洪热心协助袁不然那天晚
上的救援也不可能那么顺利浴 冶
提示院当你独自出门旅行尧探险或是寻亲访友时袁
请提前告知亲友自己的行进线路曰 当你被困深山袁如
果有通信工具袁第一时间报警曰如果位于听觉范围以
内袁可以大声叫喊 1 分钟袁然后安静 1 分钟袁再重复曰
在开阔地或高地点燃三堆火进行求救曰把外衣系在木
棒上挥舞袁以引起路人注意遥

市检察院《围绕大局履职尽责聚
焦主业砥砺奋进》宣传片上线

结果双双被判刑
危险驾驶罪自 2011 年入刑以来袁 国家对酒驾行
为的打击呈现严厉态势袁野喝酒不开车袁 开车不喝酒冶
逐渐成为社会共识遥 近期袁兴义市人民检察院以危险
驾驶罪追诉一未驾驶车辆的人员袁这是兴义首例被追
诉的危险驾驶共同犯罪案件遥
2018 年 4 月 8 日袁曹某在兴义市某 KTV 请朋友
喝酒唱歌袁随后其又邀约唐某前来一起玩耍袁唐某到
该 KTV 后便与曹某及其朋友一起玩游戏喝酒遥 当晚
23 时许袁曹某和唐某等人酒后离开 KTV袁曹某因自己
饮酒不能开车袁 又担心将车辆停放在 KTV 路边会被
交警处罚 袁明知唐某饮酒 袁仍然劝说唐某帮他驾驶车
辆遥 后唐某驾驶曹某的贵 EXXX 的小型汽车行驶至
机场大道与民航大道十字路口处时被交警部门查获遥
经鉴定袁 唐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228.95mg/100ml袁属
醉酒驾驶机动车遥
公安机关依法将唐某以危险驾驶罪移送本院审
查起诉袁本院经过审查袁查明曹某明知唐某饮了酒仍
然劝说其帮助他驾驶车辆袁二人的行为均构成危险驾
驶罪袁且属共同犯罪袁二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
任遥 兴义市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袁二人
的行为均构成危险驾驶罪袁对二人均作出判处拘役二
个月袁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 元的刑事处罚遥
事发后袁曹某后悔不已袁虽然他自己做到了野喝酒
不开车冶袁但明知朋友唐某饮了酒袁却仍然请其帮助自
己开车袁不仅不能让自己躲过刑事处罚袁也坑害了朋
友遥
检察官提醒: 醉酒驾车严重危害社会的公共安
全袁请大家引以为戒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袁不仅要做到
野喝酒不开车袁开车不喝酒冶袁也不能让饮酒的朋友帮
自己驾驶车辆遥
渊姜惠如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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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山安监:给酒店宾馆“体检” 迎接峰会召开
为迎接 2018 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和第六
届野中国美丽乡村窑万峰林峰会冶的召开袁保障峰会期间
的安全遥 从 10 月 9 日开始,桔山街道办事处安监站对辖
区内酒店尧宾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遥
笔者随安监人员在对金州翠湖宾馆尧 赵庄宾馆进
行安全检查时发现袁 安监人员仔细检查了餐厅的环境
卫生尧食品进货渠道及保质期尧认证证书尧检疫证明尧从
业人员卫生健康等遥 着重检查了宾馆的消防设施是否
完备到位袁消防通道是否通畅袁灭火器是否过期袁是否
有应急预案和救护设施等遥
据悉袁此次安全检查还在继续中遥 其目的是为了保
证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和第六届 野中国美丽
乡村窑万峰林峰会冶在我市顺利召开遥
渊黄华荣冤

大普扫 迎盛会

近日袁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检察院叶围绕大局履职
尽责 聚焦主业砥砺奋进曳 宣传片在网易客户端尧腾
讯视频尧优酷视频尧野兴义市人民检察院冶微信公众号
和野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检察院冶门户网站同步上线遥 本
片由兴义市人民检察院干警出演袁各网民朋友可点击
观看遥
2014 年以来袁 兴义市人民检察院围绕大局履职
尽责袁聚焦主业砥砺奋进袁十项办案核心指标数远远
高出贵州平均水平,1:1:1 办案团队模式袁 被省院作为
典型经验推广曰司法体制改革尧智慧检务建设尧检察文
化建设等领跑全省曰督促起诉尧民生资金保护尧生态环
境保护尧公益诉讼尧恶意欠薪专项整治保障民生五项
工作全省领先遥 被最高检授予集体一等功,被评为全
国科技强检示范院袁 被贵州省委表彰为省级文明单
位遥 集体尧个人先后获得国家尧省州市级各类表彰 141
次袁成为独具特色的兴义检察品牌遥
(张婷)

明知他人醉酒仍请其帮开车

为迎接 2018 国际山地 旅 游 暨户外
运动大会的到来袁 兴义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袁 对全市范围
内的 所 有 建 筑 工 地等 下 发 临 时 停 工 通
知袁要求所有建筑工地等在 10 月 8 日 22
时至 10 月 17 日 24 时期间停止施工袁同
时务必做到野两个临停冶和野一个确保冶遥
第一个临停即大会期间所有的建筑
工地尧商混场尧砂石厂要临时停工袁第二
个临停即所有的砂石厂尧 商混场以及运
输企业在大会期间,要停止运输建筑材料
及垃圾曰 一个确保即是确保在大会期间
所有的建筑工地尧砂石厂尧商混场所辖的
场渊地冤要做到扬尘规范遥
兴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特勤大队执法
人员于 10 月 8 日上午深入全市袁 对 23 家
在建工地尧11 家商砼场下发了停业通知
书遥 各工地负责人收到临时停工的通知以
后纷纷表示院 国际山地旅游大会在兴义召
开袁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袁工地理应为大
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袁 一定会按照相关
要求进行作业袁 在开会期间争取给外地的
游客留下更好的印象遥
渊崔卓冤

为迎接 2018 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的召
开袁桔山环卫站自 10 月 8 日起袁对辖区的环境卫生进行
大普扫袁努力营造出一个文明尧优美尧整洁尧有序尧和谐
的城市环境遥
此次大普扫行动主要清扫车行道尧人行道尧盲道的
泥土沙子 袁清理死角及可视范围内垃圾 袁清掏绿篱带内
的枯枝尧落叶尧白色垃圾等袁重点清洗果皮箱尧灯杆尧护
栏尧公园座椅等设施遥
据介绍袁此次大普扫行动将持续到大会结束袁期间
还将加强巡逻袁 定期组织环卫工人上路不间断进行巡
查尧保洁袁确保大会期间城市整洁美观遥 左图为大普扫
情形遥
渊刘元元 王明林 董和征冤

则戎学校为留守儿童集体过生日
雄武乡中心小学开展“习爷爷的教导记心间”主题教育活动
为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69 周年袁 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对全国少先队员提出的新希望尧 新目标尧新
要求袁激发广大少先队员的爱国热情袁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遥 10 月 8 日袁兴义市雄武乡中心
小学开展了野习爷爷的教导记心中冶主题教育活动遥
当天上午袁该校利用升旗仪式时间袁向全校师生
传达了习爷爷给陕西尧 北京少年儿童的部分回信内
容袁希望学生野热爱党尧热爱祖国尧热爱人民袁用实际

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冶野 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袁珍惜时光袁努力学习袁将来做对祖国尧对人民尧对
社会有用的人冶野从小事做起袁从身边做起袁努力争做
新时代好队员冶遥
该校近 500 名小学生认真聆听袁并暗下决心袁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袁 立志做一名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好少年遥
渊张宏冤

工程合同纠纷引上访
日前袁 清水河镇成功调解一起工程合同纠纷袁和
谐了项目与当地群众的关系遥
2018 年 3 月 21 日袁 杨某与清水河镇新场村向阳
二组村民黄某签订了 野兴义市 2016 年国家农业综合
开发现代农业园区试点项目渊高标准农田部分冤C3 标
段 1000 提水管道安装冶合同袁合同总价款为 26000 元遥
2018 年 4 月 15 日, 黄某承包的 C3 标段 1000 提水管
道安装完工袁但因黄某未按合同进行施工袁导致该提
水管道经项目相关主管部门验收不合格袁该项目项目
部按整改要求进行了整改遥 黄某与杨某渊该项目的总
承包人冤因工程款结算产生了纠纷袁黄某认为他请了
20 多名农民工干了好些天袁自己也是按合同要求安装
的袁要求杨某按合同总价款支付他的工程款遥 而杨某
则认为袁黄某没有按照合同进行施工袁不但浪费了自
己的原材料袁还导致他花了 5 万多元,重新找施工队对
黄某承包的工程进行返工袁 因此不结算工程款给黄

天气转冷袁 但兴义市则戎乡则戎学校内却充满了温
馨遥 10 月 9 日袁为了给留守儿童营造一个温馨的港湾袁让
他们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袁则戎学校留守儿童之家的老师
们袁给在十月份出生的 11 名留守儿童集体过生日遥这是该
校留守儿童之家每月定期给留守儿童做的实事之一遥
在这次以野爱在校园袁生日不孤单冶为主题的留守儿
童集体过生日的活动中袁该校负责人尧少先队辅导员与
留守儿童一起点燃生日蜡烛袁唱生日歌袁并把切好的蛋
糕送到每一位留守儿童的手上遥 同时袁还通过他们向学
校的其他留守儿童问好遥
留守儿童收到的礼物不仅有美味的生日蛋糕袁还有
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学校的关爱遥参加过生日的某同学高
兴地说院野这是我第一次过耶集体生日爷袁感觉好幸福遥 我
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快快乐乐! 冶(王化林)

多部门化解终言和

某遥
清水河镇党委尧政府知悉这个情况后袁责成分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党政领导, 邀请兴义市人社局
劳动执法大队袁组织新场村野两委冶尧社保所等单位及
人员多次找黄某与杨某做思想工作袁 并多次进行调
解袁但杨某只愿适当给予黄某一点补助袁用于支付实
际产生的农民工工资袁而黄某则要求按合同总价款支
付袁由于双方分歧过大无法达成协议遥 为得到工程款袁
黄某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遥 考虑到该合同纠纷涉及到
多名农民工袁为民生计袁日前袁清水河镇镇长尧镇党委
副书记尧分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组织委员等党政
领导, 又邀请兴义市人社局劳动执法大队和清水河镇
人民政府法律顾问袁带领司法所尧群众工作站尧社保所
等单位及相关人员袁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袁并做双
方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袁让黄某明白袁虽然他请农民
工进行施工袁产生了费用袁但由于他没有按照合同施

工袁导致该项目他所承包的部分验收不合格袁他应承
担责任遥 同时,也让项目总承包人杨某明白袁虽然黄某
没有按照合同施工而导致其所施工部分验收不合格袁
但杨某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完全尽到过程管理责任袁而
且该部分工程承包人黄某是该项目所在地人袁黄某请
来务工的人也全部是当地的农民袁项目建设能得到当
地群众的支持袁和谐项目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对项目建
设尧经营等都有好处遥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最终双方
达成协议院 一是由杨某一次性支付黄某工程款 13000
元袁用于支付农民工的工资遥 二是黄某收到工程款后,
必须支付完结其所承包工程实际产生的农民工工资遥
三是黄某收到工程款 13000 元后 渊已在调解现场支
付冤袁双方不得因此事再生事端袁谁生事谁负责遥
至此袁一起历经 5 个多月的合同纠纷袁在清水河
镇党委尧政府及兴义市人社局劳动执法大队等单位及
人员的努力下袁终于得以化解遥
渊陈华云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