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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检察官韩辉

母校普法受欢迎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4 月 23 日，项城市检察院
检察官韩辉应邀回到母校项城一中 ，
为初一学生举办 “法在我身边 尊法我
带头”专题讲座。 这位“学姐”通过“动
漫故事+案例+释疑” 等校园法律问题
与同学们面对面， 引得同学们掌声不
断，高潮迭起。

“同学们，知道‘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句经典语录出自哪部动漫电影吗？ ”

“《哪吒之魔童降世》。 ”
韩辉与同学们一起回顾动画电影

故事情节 ，引导同学们探究造成哪吒

和敖丙两种截然不同人生结果的原

因， 把话题转移到家庭教育上， 要求
学生“小手拉大手 ”，与父母共同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
明确法治教育既是家长的责任 ，又是
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 接着 ，从哪吒
和敖丙的成长过程 ，透视社会生活中
的“贴标签行为 ”，结合校园起绰号案
例阐释校园霸凌及应对 ；从电影情节
“太乙真人以为哪吒是魔丸 ， 想在其
出生时直接杀死哪吒 ”引出 “正当防
卫 ”，并以真实案例说明 “正当防卫 ”
的要件；由哪吒的乾坤圈说明 “冲动 ”
的恶果 ，通过约架案例 ，介绍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行政
责任或刑事责任。

“愿同学们在美好岁月里，用法律
这个“乾坤圈”锁住‘魔性’和 ‘冲动 ’，
沐浴教育花香，享受家庭和风，倚着法
治的春山，不负韶华，砥砺前行！ ”在殷
殷期望里，韩辉结束了 1 个多小时的讲
座。

“听了韩阿姨的讲座，让我们了解
了很多法律知识， 学到了一些应对校
园霸凌和自我保护的方法， 懂得了违
法犯罪的危害性和遵纪守法的必要

性。 ”该校学生漛沛鑫说。
“韩检察官以动漫电影《哪吒之魔

童降世》情节为主线，讲故事、举案例、
解疑释问， 既宣传了 《家庭教育促进
法》， 又讲解了校园常见法律问题；既
调动了学生学法的积极性， 又培育了
学生的法治意识。 相信法治种子定会
在学生心中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
该校政教处主任高素杰认为。

“希望广大师生能通过韩辉检察官
的法治讲座，提高法治意识，真正做到
学法、用法、尊法、守法，时时刻刻做一
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学生 ，珍惜时
光，珍爱生命。 ”该校校长李宗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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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军强

本报讯 4 月 21 日 23 时许， 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局文昌派出所

民警在日常工作巡逻中， 发现一名迷
路老人，为了老人安全，民警把老人带
回派出所， 后经多方查询及时找到其
家庭住址，最终把老人送回家中。

据了解，当晚，民警刘伟带领陈永
亮、 高无穷等人在庆丰路周口市妇幼
保健院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老人在路

边独自徘徊，民警上前询问老人情况，
老人不能叙述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

址， 刘伟立即决定将老人先带回派出
所内安置，并与所长康兵汇报情况。 到
派出所后， 刘伟通过人脸识别功能查
询到老人信息，随后联系其家人，民警
与老人家属沟通后， 立即将走失老人
送回家中，交予家人看护。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母亲今年
82 岁，因脑梗患有严重老年痴呆症，这
次是她独自从家中悄悄走出去的 ，要
不是民警打电话， 我还以为她在家中
睡觉呢。 ”老人的儿子看到母亲平安归
来，拉着民警的手连声致谢。 ③10

老人深夜迷失街头 民警暖心护送回家

项城公安援太抗疫民辅警光荣凯旋
4 月 22 日，项城市公安局在宁洛高速项城站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圆满完成

驰援太康抗疫任务光荣凯旋的 32 名勇士。 项城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万东伟
带领班子成员和局直机关民警辅警代表参加仪式。欢迎仪式结束后，按照疫情防
控相关规定，返项的 32 名勇士已经进行集中隔离观察，待观察结束后，再重返各
自岗位。 ③10 记者 彭慧 摄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一男子为还赌债多次潜

入邻居家中盗窃， 被抓后还声称有一
同伙， 并向警方提供微信号， 经查系
网络赌博平台客服微信号， 并且账号
已被封禁。 近日， 市公安局川汇区分
局刑侦大队抓获 1 名入室盗窃嫌疑
人，带破案件 4 起。

4 月 18 日， 川汇区分局刑侦大队
接到一起警情，报警人董某称，自己家
中的酒和首饰被盗，价值 5 万余元。 接
警后，大队长刘振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和
三中队民警赶到中心城区七一路某小

区的案发现场。
据报警人介绍，他们这处房子不经

常居住，当天回家取东西时，发现存放
的高档酒和首饰被盗。 民警在窗台上
发现了攀爬痕迹，怀疑为嫌疑人所留，
经调取小区多处监控视频进行综合分

析研判，锁定同住该小区的刘某。

当天晚上，刑侦三中队长赵刚带领
民警将刘某抓获。

讯问时，刘某千方百计隐瞒事实真
相，编造故事，企图打乱民警的侦查方
向，还交代自己有一名同伙，并主动提
供了同伙的微信号。 办案民警程子阳
逐一找出破绽，列举出证据，谎言被戳
破，刘某的心理防线被击溃。 在大量证
据面前，刘某终于交代了自己趁受害人
家中无人，多次通过翻越窗台进入室内
实施盗窃。

经查 ，90 后的刘某喜欢网上赌
博， 输了钱就贷款， 无力还贷后便动
起了歪心思 ， 打起了邻居家的主意 ，
观察其家中无人， 便想法进入室内盗
窃财物， 然后进行销赃。 他提供给警
方的微信号是一个网络赌博平台客

服，且被封禁。
目前， 刘某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③10

为还赌债偷邻居

一男子入室盗窃被抓获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4 月 20 日，鹿邑县人民
法院观堂人民法庭线上调解一起

大额借贷案件 ，法庭主持当事人双
方达成和解协议 ，让身在外地的当
事人黄某放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

头。
据悉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5

月 ， 黄某向滕某出借 158.1 万元借
款， 约定月息 1%， 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还清。 借款到期后，滕某未按约
定偿还借款本息 193 万余元，因此酿
成纠纷。 2022 年 4 月，黄某向鹿邑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受理案件后，黄某向法庭表
示自己身处外地，疫情期间往返诉讼
多有不便。法官刘振华便组织双方在
2022 年 4 月 20 日以线上开庭的形
式交换了调解意见，从多个角度与双
方当事人沟通， 讲解该案的利害关
系。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滕
某分期向原告黄某偿还借款本息

193 万余元。 仅历时 9 天化解了这起
金额较大的借款纠纷，获得了当事人
称赞。 ③10

鹿邑法院

百万借款压心头 线上调解解民忧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