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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度贫困村——隆回县
司门前镇永新村，一直流传着

“铁牛坪山都是坡、贫困落后
难事多”的顺口溜。如今，经
过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扶贫工作
队 2 年多的真情帮扶，这里已
是道路通畅、景色宜人的“最
美乡村”。

在海拔1250多米的铁牛坪
山，永新村的村民忘不了那位
和蔼可亲的扶贫人，是他带领
工作队员，用锲而不舍的精神、
公而忘私的赤心，帮助 85 户
291名群众摆脱了贫困。他，就
是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
罗文忠。

让“天险”变“通途

2018 年 3 月，罗文忠第一
次走进永新村时，坑洼坡陡的
入村道路泥浆翻滚，弯道路肩
悬空在深渊之上，10 多处断崖
令人惊叹。罗文忠了解到，这
里路险坡陡弯道多，山上贫困
群众多，这次受组织的派遣，

“攻坚”的重担已经上肩。
“行路难”在永新村是第一

难，11处悬空道路“封锁”了新
庄至永明这条唯一通向外界的
出行之路。道路弯多不算啥，

车辆可以开慢点，要是悬空道
路不加固，路基一旦塌陷，则车
辆、行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罗文忠立即写报告、跑部门、筹
资金，终于在2018年底动工，将
11处悬空道路用水泥硬化并加
装护栏，让“天险”变成了“通
途”。

忠孝难全诗为媒

罗文忠81岁的老父亲患有
心肌梗塞、脑血栓等多种疾病，
近年来先后6次住进医院，但他
却无法守在父亲身边。最严重
的是去年6月的那次住院，医院
建议家人放弃治疗，老父亲怕
耽误儿子的工作，对他说：“我
住在医院就是进了保险箱，没
事，你不用担心。”电话那头的
罗文忠泪如雨下。

罗文忠2016年6月开始奔
赴扶贫岗位，帮助隆回县造端
村脱贫后，2018 年 3 月又率队
进驻永新村。刚到新的扶贫
点，他就走村串户熟悉情况，将
千头万绪的工作装进脑海。
2018年10月，工作理顺后终于
可以喘口气了，他想休年假，与
妻子一起去看望在北京工作的
女儿。即将启程的当晚，他接

到一贫困户的电话，急需他去
解决困难，他只得放弃休假连
夜赶到村里。远方的女儿抱
怨：“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罗
文忠无奈地安慰妻子道：“等忙
过这阵，一定休假陪你去北
京。”回到村里，罗文忠又全身
心投入扶贫工作，这假一直到
今年7月还没有休成。

罗文忠因长期战斗在公安
工作第一线，他因公身负七级
伤残，身患骨质增生、椎间盘突
出等病症。入村扶贫2年多，却
从未请过一次病假。为了让贫
困户早日脱贫，罗文忠在山区、
田间四处奔走，到了晚上却最
难熬，病痛常常彻夜来袭。医
生曾多次建议他住院治疗，但
他心系贫困山区，把医生的嘱
托全抛到了脑后。

病痛缠身长夜难眠，漆黑
的窗外虫儿呢喃。伴着虫鸣
和星空，以扶贫和乡村为主
题，罗文忠写下了 50 多首诗
歌，尽情地抒发着心灵的感
悟，是对村民的祝福，也是对
家人的思念。

没有党员办不成的事

在困难重重的扶贫工作面

前，已有36年党龄的罗文忠丝
毫没有退缩。他坚信，有党的
好政策强力支撑，就没有共产
党员办不成的事。

他深知，扶贫必须实干，
甩 掉 贫 困“ 帽 子 ”才 是 硬 道
理。精准扶贫，帮助贫困群众
增收是基础，落实各项政策是
关键。去年 7 月，罗文忠带领
驻村扶贫工作队积极探索新
的扶贫捷径，参照外地扶贫经
验，在村里成立了“隆回县育
春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年多
来，合作社已帮助85户贫困户
销售成鸡 4000 多只，帮助 291
名贫困群众拓展了一条新的
致富路。

两年多来，在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党委的大力支持下，罗
文忠带领驻村工作队的全体
同志，把国家扶贫的各项政策
充分落实到全村的产业、教
育、健康、就业、危房改造等每
一个扶贫措施当中。在扶贫
工作队的帮扶下，2017 年村里
7 家贫困户顺利脱贫，2018 年
又有 25 户群众甩掉了贫困的

“帽子”。预计今年 9 月 31 日
前，全村暂未脱贫的贫困户将
全部告别贫困。

用辛勤和责任谱写扶贫赞歌
——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罗文忠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陈奇 伍先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魏玉珍

伍先安） 8月6日下午，省交警总队政治建警督察组
以暗访的形式，深入洞口县交警大队开展“政治建警”工
作督查，推进基层公安交警队伍管理。

暗访中，督察组成员先后深入洞口县交警大队基
层中队，暗访了路面执勤执法、队伍管理、警容风纪、窗
口服务等情况。督察期间，督察组还仔细查看了2019
年“忠诚保大庆”“学习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大学
习、大宣讲、大培训”“清朗警营”等相关重要工作会议
记录、学习笔记。暗访结束后，督察组还对督察中发现
的相关问题，向洞口县交警大队进行了反馈，并提出整
改意见。

洞口县交警大队党组高度重视政治建警工作，于8
月7日召开了“问题反馈立行立改会”，向总队督察组进
行了工作汇报。对督察组反馈的问题，大队党委将严格
按照省交警总队和市交警支队关于政治建警的工作要
求，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加强队伍管
理，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率。

省交警总队暗访洞口政治建警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红
霞） 为积极响应全省法院开展的“直播庭审跃万场，
透明公开促公信”庭审直播月活动，进一步发挥院领
导对审判工作的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7月31 日，新
宁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金治伍担任审判长，公
开开庭审理了新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某某
犯非法制造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高某某
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一案，并进行了当庭宣判。本次庭
审全程录音录像，庭审全程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
了网络直播。

院领导担任审判长审理典型案件并进行庭审直播，
不仅是落实院长办案制度、推进院长办案常态化的有效
举措，也为广大法官作出了表率，有效拓展了司法公开
渠道，增强了司法公开透明度，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充分
展现了人民法院公开透明、阳光司法的良好形象。

院长庭审直播助推司法公开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
华 通讯员 石鸿） 8月6日，邵
阳县公安局将因寻衅滋事的违法
行为人唐某依法行政拘留12天。

7 月 26 日，邵阳县公安局接
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朋友圈发
布了一条视频，配文“挑战邵阳县
所有警署”，视频配音“我们喝了
很多酒，恰（吃）了麻古，来抓我好
吗”。

面对公然挑衅公安机关的违
法行为，邵阳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民
警迅速展开调查。8月6日，民警
将视频拍摄者唐某抓获归案。唐
某到案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尿样检
测，结果呈阴性，唐某无吸毒违法
行为。经查，7月26日21时许，唐
某乘坐朋友的车回家，路上遇到邵
阳县交警设卡查酒驾。为炒作自
己，唐某坐在副驾驶位置拍摄了

“挑战警方”视频发布到朋友圈
中。据唐某交代，其在视频中自称

“喝了酒、吃了麻古”都是杜撰的，
只为吸引眼球。

朋友圈里发布谣言

男子被拘留12天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织全市12个基层交警大队充
分利用道路交通安全稽查布控系统，精准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图为8月13日上午，市交警
支队双清交警大队利用布控系统在路面执法。 伍先安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高苗苗） 8
月6日，邵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抓获涉嫌故意伤害罪的
逃犯谢某，尘封近六年的积案成功告破。

自今年六月份以来，邵东县开展“云剑行动”，清理
历史积案。对2013年“李某湘被杀案”的在逃犯罪嫌疑
人重新进行线索摸排，展开一系列侦查工作。

7月底，邵东县公安局侦查实战中心民警通过各类
侦查数据分析比对，发现了在逃犯罪嫌疑人谢某的踪
迹，并锁定其藏匿窝点。随即，刑侦大队长李献军亲自
带领抓捕队伍在其藏匿窝点附近布下“天罗地网”。

8月6日晚，犯罪嫌疑人谢某“触网”被成功抓捕归案。
据办案民警介绍，案发当天17时许，在邵东县城一

宾馆门口，李某湘与谢某发生矛盾纠纷，后闻讯赶来的
刘某、段某波、朱某三人对李某湘进行殴打，刘某用匕首
连刺李某湘背部三刀致李某湘肺部破裂大出血，后经抢
救无效死亡。

在近六年的时间里，邵东县公安局积极清理在逃犯
罪嫌疑人并进行宣传教育，多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相继归
案。而谢某为躲避邵东警方的抓捕一直躲藏在外，办案
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从未放弃过对谢某的追逃工
作。目前，谢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邵东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邵东破获一起六年前积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凌云 戴
礼顺） 8 月 13 日，记者从新
邵县公安局获悉：该局近期
成功抓获一伙色诱中老年人
盗窃财物的犯罪团伙，6名犯
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想起一月前发生的事，
新邵严塘镇的何某羞愧不
已。6月30日上午，已是花甲
之年的何某来到新邵县城金
三角工商银行取钱，刚刚走
出银行门口就碰到一位中年
女子上来搭讪。女子以邀请
他去接受按摩服务为由，一
直和他聊着，并引诱他去自
己住所。

不知不觉，何某竟鬼使

神差地跟着女子来到了市场
旁边一栋住宅楼的顶楼。进
了房间后，何某将包顺手放
在门口的一个柜子上。坐下
不久，由于房间太热，何某提
出想走，女子也没做过多的
挽留，并送他下楼。回到家
里，何某才发现包里的钱被
做了“手脚”，10000元钱只剩
下 1400 元 是 真 币 ，另 外 的
8600 元钱竟变成了假钱（点
钞券）。这可急坏他了，连忙
来到酿溪派出所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民警发现：
自今年6月以来，由女子引诱
受害者到出租房按摩，再由
同伙趁受害者不备实施盗窃
的“仙人跳”盗窃案件时有发

生，受害人多为退体人员或
年纪偏大的老年人，因各种
原因不愿报警。

在侦查过程中，民警发
现这些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
识，善于伪装，而且很狡猾。
7 月 18 日，有几名可疑女子
进入侦查民警视野，她们时
不时与过路男子搭讪，随后
有男子跟随女子往人民医
院、金三角等附近的出租房
方向走。

专案民警循线追踪，尾
随跟进，连续蹲守了三天三
夜。7月21日，成功抓获王某
娟、谢某芹等 6 名犯罪嫌疑
人。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
步侦查中。

犯罪团伙专挑中老年人玩“仙人跳”

新邵警方雷霆出击一举捣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

涵 通讯员 谢敏姣） 为有效
遏制毒品蔓延，进一步纯洁干部
职工队伍，近日，新邵县司法局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进行集中尿
检活动。

活动中，该局邀请了新邵县
禁毒大队工作人员现场监督检
测，参检的干部职工逐一登记领
取塑料杯，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下
到检测取样处提处尿液样品。经
检测，受检人员尿检均为阴性，没
有涉毒现象。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干部
职工自觉抵制毒品和提高自我防
范的意识，再次展示出该局狠抓禁
毒工作的决心和信心，确保禁毒战
争深入长期开展，警钟长鸣。

全力筑牢禁毒防线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朱卫华）
8月13日，市民熊先生特意致电本报，称要感谢邵阳

快警，帮他找到遗失的背包。
熊先生说，12 日晚上，他在火车南站送资料给客

户，将背包随手放在旁边的石凳上，到家后才发现背包
忘记拿了。事后熊先生也曾原路返回仔细找过，但始终
没有找到。

熊先生说，背包里面有许多重要的客户资料，一旦
丢失，损失惨重。

13日7时30分，邵阳快警4号火车南站平台接到报
警：市民罗先生在邵阳大道附近捡到一个电脑包。

接警后，处警队立即赶至现场，从热心群众手中接
过电脑包，经查看发现里面有笔记本电脑一台，手机一
部，零钱若干，以及护照、户口本、资料等。

通过信息查询，处警队联系上熊先生，告知其前来
平台领取遗失的电脑包。

8时许，熊先生赶至快警平台，经核实和确认后，领
回了电脑包，熊先生欣喜不已，对快警队员连声道谢。

男子大意遗失背包 邵阳快警迅速交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