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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因自己的C1驾驶
证累计扣24分被注销，新邵男子
罗某花50元办了张假证上路。3
月12日，罗某被新邵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新田铺中队民警逮个正着。

3月12日11时许，新邵交
警新田铺中队民警何南彪带领
协警在该镇言二铺村路段查车
时，查获一辆低速货车，随即要
求驾驶员罗某出示驾驶证进行
检查。在罗某递过驾驶证的瞬
间，何南彪发现其神情紧张，动

作很不自然。何南彪敏锐地觉
察到其中一定有猫腻，接过驾
驶证仔细查看，发现该证的字
体、颜色和印章有许多可疑之
处，随后经全国公安交通管理
综合应用平台查询罗某的信
息，发现其驾驶证已注销，现提
供的驾驶证为伪造驾驶证。

新邵交警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对罗某处以罚款 4500 元、
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吴艳红 易子杰）

新邵交警火眼金睛

一眼识破伪造驾照

本报讯 3月9日，洞口县
在该县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

“美丽乡村，绿色无毒”为主题
的禁毒宣传教育专项活动。

为遏制毒品向农村蔓延的
趋势，该县抓住目前春耕尚需
时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探亲
访友的时机，在县城法治文化
广场组织了这次声势浩大的禁
毒宣传活动。活动中，广大政
法干警认真向群众介绍毒品的
种类及识别毒品的方法，详细
讲解吸毒的危害及贩毒的后
果，热心解答群众提出的相关

法律问题，告诫广大城乡群众
进入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要有
警觉戒备意识，谨慎交友，抵制
诱惑，不要接受陌生人提供的
香烟、饮料及其它食品。

据悉，本次活动共出动禁
毒宣传车 3 台，悬挂禁毒横幅
2 条，摆放禁毒展板 22 块，播
放禁毒宣传片 2 部，解答禁毒
法律咨询100多人次，发放《禁
毒法》等 10 种宣传资料 6000
余份，受教育群众达 15000 多
人次。

（袁光宇 王周黄）

洞口开展新春禁毒宣传

本报讯 3 月 11 日，武冈市人民检
察院组织3名公诉检察官，利用双休日再
次对一起抢劫案的2名涉案未成年人开
展入户回访调查，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鼓励他们早日真正获得新生。

“2名涉案未成年人实施了抢劫行为，
原本符合起诉条件。”办案检察官介绍，武
冈市人民检察院在详细审查案件事实和
犯罪证据后，发现2名涉案人员涉案时均
未满18周岁，且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
并积极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了
被害人的谅解。经审查，该院认为对2名
涉案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更有利于他们的改造和成长。
于是，办案检察官多次到2名涉案未

成年人所在的社区、村组、学校和家中走
访，调查其成长经历、学习态度等现实表
现情况，并就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详
细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和涉案未成年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2月26日，该院
对两人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感谢检察官给了孩子一次宝贵的
悔改机会。”一名涉案未成年人的父亲
说，“我们一定严加管教，一定不会让他
再学坏了！”

“我们开展附条件不起诉工作的目

的，是要帮助涉案未成年人放下包袱，远
离犯罪，重新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武
冈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范赞
科表示。

据了解，2017年以来，该院在查办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始终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共帮助3名涉案未成年
人顺利回归社会，开始新的生活。为更
好地帮教涉案未成年人，该院联合社区、
村组、学校和家长签订《帮教责任书》，定
期对涉案未成年人的学习情况、日常生
活等进行跟踪考察，及时掌握涉案未成
年人的思想状态、学习生活、是否违规外
出、不遵守考察规定等情况。同时，办案
检察官还主动与涉案未成年人结成帮教
对子，定期与其谈心谈话，适时开展心理
疏导和情绪疏导，帮助他们走出犯罪阴
影，重塑健康人格。（袁光宇 成崔巍）

“附条件不起诉”挽救迷途少年

本报讯 2月27日，市民曾
女士、夏女士分别来到大祥公安
分局城南公园、火车南站移动警
务平台，并将“全心全意为民服
务”“感谢人民警察 好人一生
平安”两面锦旗送至民警手中，
交口称赞“移动快警真给力！”

2月17日17时许，一对青
年夫妻心急如焚地来到大祥公
安分局城南公园移动警务平台
报警求助，自诉从新邵县严塘镇
租车回市区，不小心把随身携带
的包遗失在车上。为尽快帮助
失主找回钱包，平台民警根据失
主提供的情况，在平台指挥车上
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天网”监控
视频，经过近3个小时的认真比
对、排查，终于找到车主，并成功

劝说车主将钱包归还给了失主。
不同的警情，同样的是百姓

呼声。2 月 23 日 20 时 40 分左
右，市民夏女士焦急地来到大祥
公安分局火车南站移动警务平
台报警，称其3岁半的女儿在邵
州路附近走失。平台民警迅速
联系在外巡逻的队员赶赴事发
地点附近展开搜寻，30分钟后在
红星社区某母婴店门口发现该
走失女孩，随即将其带回移动警
务平台，送至母亲身边。

据统计，自开展“屯警街面、
动中备勤”以来，大祥公安分局4
个移动警务平台共接报警189
起，出警387人次，成功处置了
各种突发事件38起。

（童中涵 吕萍星 朱卫华）

快速处警快速结案，群众送去锦旗交口称赞——

移动快警着实给力！

童中涵 贺舒婷

新邵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主任李
文平，一个26年如一日扎根司法鉴定一
线的敬业法医，自1992年调入该单位以
来，累计处理司法鉴定案件2万余件。工
作之外，他是一名“献血达人”，从1998年
开始参与无偿献血，至今总献血量达9600
毫升，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献血二十载荣获金奖
55 岁的李文平面色红润，精神焕

发。20年来，他坚持无偿献血28次，献血
量达到9600毫升，是一个成年人血液总
量的两倍多。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
十几本国家、省、市级无偿献血荣誉证
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今年2月获得的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奖牌。
作为一名法医，李文平深知献血给

人体机能带来的好处。“人体血液中的红
细胞从生成到失去作用本来就只有几十

天，献血不仅对身体没有伤害，还能有效
促进新陈代谢。”

李文平是我市应急献血志愿者之一，
每当有危重病人需要输血时，他都会积极
响应号召无偿献血。2007年农历正月初
七，一名患者急需用血，当市中心血站的
工作人员联系到李文平时，他顾不上陪家
人过节，立即赶到市区的采血站。“献血不
仅能帮助到别人，自己也收获了快乐。”李
文平坦言，比较遗憾的是国家规定只能献
到55岁，要不他还想继续坚持献血。

办案2万件深得民心
自1992年调入新邵县人民法院司法

技术室工作至今，李文平一直兢兢业业，
累计处理司法鉴定案件2万余件，最多的
一年处理案件1500余件。“那时候年轻，
浑身有用不完的劲，经常骑着摩托车去
乡里看现场，有时节假日都要处理好几
个案件。”李文平坦言，自己是农村出来
的，体恤老百姓的疾苦，所以他宁愿自己

多跑腿，也要帮群众把事办好。
“老李做事很扎实，这么多年来跟他

打过交道的老百姓都对他评价很高。”一
位熟悉李文平的同事告诉记者，正是靠
着勤勤恳恳的工作，李文平连续十多年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荣立二等功1次、
三等功2次。

去年 7 月 20 日，刚献完血的李文平
了解到精准扶贫帮扶对象杨当生病了，
他顾不上休息，顶着烈日冒着酷暑赶到
新田铺镇言二铺村。原来，杨当生右手
上长了一个肿瘤，在市区治疗多次却一
直未康复。“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立即
联系了在省地矿医院上班的妻子，第二
天又开车送我到长沙做手术。当时天气
很热，他又刚献完血，最后还中暑了。”如
今右手已痊愈的杨当生，说起李文平，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李文平则表示，只要
自己能做到的，一定会一帮到底，让杨当
生一家过上更好的日子。

“热血法医”扎根一线办案万件

在全市交通安全“冬春攻势”行动中，我市各级交警部门按
照“规范城区交通秩序，严抓农村交通违法”要求，持续深入开展
交通秩序整治。图为武冈交警近日在农村地区开展面包车交通
违法行为管控。 伍先安 摄

3月12日，新邵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在大新镇大新社区走访
贫困户。当天，该局组织全体民警深入扶贫点大新社区开展精
准扶贫走访活动，与贫困群众亲切交谈，共话脱贫之计。

杨敏华 罗亮红 朱合根 摄影报道

春 风 十 里 不 如 你
——大祥警营“别样女神”掠影

工作中，她敬业干练，巾帼不让须
眉，模范带头争先创优；舞台上，她能歌
善舞，一首《大祥》唱得激情澎湃、直抵
人心，一曲《舞韵》跳得婀娜多姿、美不
胜收；生活中，她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
样精通，更有一手烹饪绝活……她就
是大祥公安分局副政委李莉。

文武双全——李莉

采集“三实”信息时，她
顶着烈日、冒着严寒走村入
户；办理户籍业务时，她服务
热情，耐心细致。舞台上，她
轻盈柔美，一袭旗袍秀出了

江南女子的温柔婉约。生活
中，她蕙质兰心，是贤惠能干
的好妻子、好母亲。刚柔相
济的她，就是大祥公安分局
人口大队大队长龙宁。

刚柔相济——龙宁

她是爱憎分明的法制“警花”，
面对罪恶从不妥协，用最忠诚的执
着，托举起正义的天平；生活中，她
是无私奉献的警嫂，一肩挑起家庭
的重担，用最深沉的爱，经营着美满
幸福的小家庭。她就是大祥公安分
局法制大队教导员禹军琼。

警嫂警花——禹军琼

在分局里，她是“摄影+剪辑+宣传+
小编”，十八般技艺，无所不能。在舞台
上，她是优雅美丽的白天鹅、热情大方的

“金翅女神”，舞艺精湛，艳惊警营。在球
场上，她是挥汗如雨的运动健儿，羽毛球
团体赛第一名里，有她的付出与努力。她
就是大祥公安分局政工室副主任朱卫华。

多才多艺——朱卫华

她 严 谨 细 致 、一 丝 不
苟 ，是 警 营 中 的“ 窗 口 名
片”，微笑服务是她的职责
之一，群众满意是她每天上
班的最大收获。生活中，她

积极乐观、热情大方，她是
单纯的快乐天使，她是孩子
眼中最棒的妈妈。她就是
大祥公安分局翠园派出所
副所长李慧。

窗口名片——李慧

她是一线刑警，面对危险
毫不畏惧、勇往直前，与同事直
击第一现场，从警以来抓获犯
罪嫌疑人上百人次。生活中，

她多才多艺，朗诵时铿锵有力、
英姿飒爽，T台走秀靓丽时尚、
光彩照人。她就是大祥公安分
局红旗派出所民警曾旭辉。

铿锵玫瑰——曾旭辉

她勤勤恳恳、细致认真，
是领导的好参谋、好助手，是
单位的“大总管”。生活中，她
落落大方、从容不迫，俨如美

丽的白天鹅，舞台上一人分饰
多角亦能发挥自如、得心应
手。她就是大祥公安分局百
春园派出所民警谭雅乔。

大内总管——谭雅乔

记 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彭小祥 易昕

大祥公安分局是我市第一个获得“全省优秀公安局”称号的县级公安机关，也是2017年度
获得全市公安奖励“大满贯”的单位。

“警营有佳人，卓然而独立。”在大祥公安分局，有这么一群“别样女神”：她们把青春挥洒在
警营之中，将美丽映照在警徽之上。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记者走进大祥警
营，领略这些“别样女神”的别样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