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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刘纪新

本报讯 10 月 12 日中午，看着
身边满身灰尘的党员、干部，新邵县
潭府乡周家村71岁的李任美不停地
感谢。

原来，乡、村里十多名党员和新
邵一中驻村扶贫队员一道，帮老人把
家里的物品搬出来，腾空房子，为李
任美老人即将进行的危房改造做准
备。

李任美一家有三口人，但她儿子
远在河南打临工，并于 2015 年不幸
患肝癌，现已无劳动能力，孙子跟随
父亲在河南读书，李任美独自一人居
住自家的老房子里。她家的房子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房子，门窗已经
倾斜，第二层严重开裂，属于D级危

房。
乡驻村干部、新邵一中驻村帮扶

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到她家看过
多次，很是为她的安全担心，希望她
利用危房改造的机会把房子改造一
番。

李任美表示，自己有心却无力。
原来，因为年岁已高，李任美无经济
收入，儿子因为生病也没有钱，而进
行危房改造必须自己先垫付资金，她
无力承担这笔费用。与此同时，家中
还有很多东西，要改造房子，这些东
西无人搬运，也无处放置。

了解到老人的困难后，村支书周
党云联系当地包工头。经协商，一名
包工头愿意贴资帮助老人进行危房
改造。考虑老人无劳力，周党云号召
全体党员与驻村干部、村辅警出工出

力，为老人搬出家庭用具，解决贫困
户实际困难。

10月11日，周党云，周焕雄等人
再次来到李任美家，与其商量物品安
放问题。最后决定，房屋改造时，村
里把她安置在邻居家，并给她专门安
排了堆置杂物的地方。

10 月 12 日一大早，周家村支书
周党云、乡驻村干部李少凡、新邵一
中驻村工作队的周焕雄、刘纪新、辅
警陈密以及村上十余名党员在村部
碰了头，一道赶往贫困户李任美家
中，为其搬出生活用品：卸材料、搬粮
仓、运家具……党员们各司其职，忙
得不亦乐乎。“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
12时。

据介绍，李任美的新房子面积60
平方米，有望于本月底下月初封顶。

房屋属危房亟需改造，七旬老妪望房兴叹。驻村扶贫队及村里党员、干部伸援手——

如今，一栋全新的房屋指日可待

刘波 罗敏

本报讯 公众场所、
光天化日下，一男子拿出工
具偷车，却不料一举一动被
交警看在眼中。10月11日
上午，他刚一实施盗窃，就
被围堵过来的交警抓获。

当天上午 8 时 30 分
许，隆回交警大队桃花坪
中队辅警黄军在朝阳路段
执勤时，发现一名男子鬼
鬼祟祟，行迹可疑，只见他
在摩托车停放区域徘徊，
不时东张西望。黄军怀疑
该男子准备偷车。由于黄

军身穿警服，不便跟踪，为
避免打草惊蛇，黄军打电话
叫上同事罗军和范海平身
着便服对该男子进行跟踪。

半个小时后，男子停
在一辆摩托车旁，并拿出
一套工具开始撬锁盗窃。
见此情形，黄军、罗军和范
海平立即上前将其围堵
住，并制止其盗窃行为。
经初步询问，阳某对盗窃
摩托车一事供认不讳。

目前，该案件已移交
给隆回县公安局桃花坪派
出所做进一步处理。

光天化日行窃
交警当场抓获记者 伍 洁

本报讯 “这台停在路
口的‘拦路虎’终于移走了，
真是太好了，还是媒体的舆
论监督报道起作用。”10月
12日中午，家住大祥区雪峰
南路金鹏嘉苑小区的张先生
拍手叫好。

10月10日，本报以《肇
事洒水车被扣堵路，附近居
民忧心》为题，报道了位于大
祥区马蹄社区金鹏嘉苑小区
与大祥区检察院相连的路

口，一辆洒水车因驾驶操作
不当，撞上旁边的一栋民宅
的外墙，因赔偿问题双方未
达成一致，房主为了维权在
路口扣押了肇事洒水车长达
一个多月，严重影响附近居
民出行。

新闻报道发出后，引起
大祥区政法委的高度关
注。10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大祥区政法委召集
大祥区城管局、交警大队、
百春园街道、玉诚公司、马
蹄社区等部门负责人召开

协调会，会议通过
协商决定，由玉诚
公司在两天内先行
垫付 2.9 万元赔偿

金给房主，此事由大祥区城
管局负责担保落实，并要求
玉诚公司立即将车辆驶离
路口。

当天中午 12 时 20 分，
玉诚公司安排司机将肇事
车辆开走，被堵一个多月的
道路恢复畅通。

《肇事洒水车被扣堵路，附近居民忧心》后续

“拦路虎”移走 道路恢复畅通

宋三刚 王中辉

本报讯 趁着农村赶
集的好机会，以“摆摊抽奖”
为幌子诈取老年人钱财。
不料，这一骗局被驻村辅警
当场识破，抓获行骗的四名
男女。

10月10日上午，邵阳
县公安局罗城派出所两名
辅警在集市上巡逻时，发现
有许多群众聚集在一个摊
位前。两辅警正欲上前探
个究竟，只见摊主等人迅速
收摊逃散。发现情况不对，
辅警立即追上前去将两名
正在收摊的人稳住，一边询
问情况，一边请求派出所增
援。正在此时，辅警又发现
另外两人正准备驾车逃
跑。对此，一名辅警一个箭
步跑到车前果断拦住车子，
并将车内两名男女成功控

制住。在随后赶到的派出
所民警增援下，四名嫌疑人
被抓获。

经查，四人系街头诈
骗人员，其诈骗伎俩就是当
托下套诱使顾客抽奖：即一
人掌台摆摊吆喝，其余人员
当托。等顾客来后，掌台的
人就跟顾客介绍“200元抽
一次奖，抽中礼品不要钱还
送产品，并退300元，抽中
产品就要花钱买下。”见有
人在摊前只看不参与，站在
一旁的当托人员，趁机从袖
中拿出中奖券，假装高兴的
样子声称中奖，制造花200
元中 300 元、花 400 元中
600元的假象，诱使顾客一
抽再抽。

目前，该四名诈骗嫌
疑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赶集设“抽奖”骗局
四人被抓

胡 娟

本报讯 10 月 8 日，
“国庆”、“中秋”双节假日
尚未过去，新宁法院回龙
法庭的李淼法官就拎着案
卷来到了回龙寺镇洪桥村
肖某某家里。

原来，伍某某租用洪
桥村麻落田三地板厂，在
推地坪时把邻地块肖某某
责任田边界的土坎全部推
倒，下雨后泥水冲进肖某
某的责任田里，泥水成堆，
田地无法耕种，肖某某多
次找伍某某协商未果，遂
起诉至法院。

新宁法院受理这个案
件后，为了更好地化解双
方的矛盾，李法官决定利
用双节假期到现场去进行

调解。10 月 8 日一大早，
李法官就约了肖某某和被
告伍某某来到现场，肖某
某的责任田已被泥土堆
满，又是下着毛毛雨，一脚
踩下去裤管都浸满了泥
巴，李法官不顾脏污的泥
水和天空飘落的毛毛细
雨，就站在田边做起了肖
某某和伍某某的思想工
作。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调
解，伍某某同意将肖某某
田地的泥土清除干净，而
肖某某也当场表示撤诉。

“李法官，太感谢你
了，放假还来为我的事情
受累。”肖某某握着李法官
的手连声道谢。“我是一个
法官，看到你们握手言和
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再
辛苦也值得。”李法官说。

泥泞地里话家常
双节假日解恩怨

路口的洒水车移走路口的洒水车移走，，路面恢复畅通路面恢复畅通，，居民正在居民正在
清扫路面垃圾清扫路面垃圾。。 伍伍 洁洁 摄摄

10 月 7
日，新宁县水
庙镇江坪村 2
组果农李贵海
高兴地采摘柿
子 上 市 。 今
年，高山柿子
喜获丰收，该
村 栽 种 的
1200 多 株 本
地良种柿子果
实挂满枝头，
每株平均结果
100 公 斤 ，每
公斤柿子市场
价格为 4 元，
全村柿子可创
收数十万元。

郑国华
郑新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