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快人心要要要

“飞车贼”落网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日前袁市公安民警经过综合

研判尧日夜鏖战袁侦破近期发生在我市的多起飞车抢
夺案遥

今年 3月 30日以来袁我市发生多起飞车抢夺案袁
极大地影响群众的安全感遥 3月 30日下午 17时许袁
象湖镇居民卢某萍驾驶电动车行至经开区金龙大道
某处时袁被两名男子以飞车抢夺方式抢走一个手提包
渊包内含手机尧现金等冤遥 4月 15日 9时许袁受害人郭
某某将电动车停至象湖镇 206 国道五中门口时袁挂
在电动车把手上的女式包被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抢
走遥4月 18日 16时许袁在工业园某厂门口对面袁受害
人朱某霞路过时被两名骑摩托车男子试图抢走挎
包袁朱某霞抓紧挎包使嫌疑人未得逞遥 5 月 20 日 22
时许袁 受害人朱某燕驾驶电动车行驶至象湖镇鹅岭
脑某小区后门口时袁 一辆太子款摩托车同向从朱某
燕后面超车过来袁 坐在摩托车后面的男子抢走朱某
燕挂在电动车上的手提包袁包内手机尧银行卡尧现金
被抢遥

案发后袁 市公安民警迅速展开侦查袁6月 1日袁经
多方研判袁公安刑侦大队民警锁定犯罪嫌疑人胡某忠
蛰伏在象湖镇向阳南路袁迅速展开抓捕袁一举将涉嫌
飞车抢夺的犯罪嫌疑人胡某忠抓捕归案遥 目前袁犯罪
嫌疑人胡某忠已被刑事拘遥

检察力促要要要

山场重披绿装
本报讯 渊周文 梁有文 记者钟先海冤野谢谢检

察官同志袁是你们让山场重新焕发了生机噎噎冶近
日袁 面对前往日东乡山坝塘山场的市检察院干警
实地察看袁该山场附近村民感激地说遥 这是去年 9
月以来袁 市检察院持续发力督促该山场毁坏公益
林进行果茶种植违法行为人完成补植复绿 600余
亩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遥

去年 3 月至 8 月袁 日东乡陈埜村山坝塘山
场渊离赣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仅 1 公里冤袁陆续
有人用挖机毁林整地进行果茶开发袁被毁林地
相对集中连片袁 面积 600 余亩遥 市林业局发现
后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了调查处理袁做出了行
政处罚尧责令违法行为人恢复林地原状等处理
决定袁但被毁坏的山场补植复绿工作未有效开
展遥 得知情况后袁市检察院干警深入现场实地
察看袁迅速启动监督程序袁向林业主管部门发
出诉前检察建议袁提出责令违法行为人限期补
植复绿尧将犯罪线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等
检察建议遥 经监督袁 目前该涉案山场 600 余亩
补植复绿工作全部完成袁 补植的苗木长势良
好袁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人也被公安机关依法
立案侦查遥

本报讯 渊曾诚诚 记者温庆
本冤近日袁在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
行检察监督下袁被撤销暂予监外执
行且经过网上追逃被抓获的罪犯
刘某袁 在出逃长达 7 年零 2 个月
后袁 还是由看守所送进了监狱服
刑遥

2001年 7月袁 刘某因挪用资
金罪被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4年遥 同年 12月袁因刘某患双下
肢末梢神经炎袁 丧失生活自理能
力袁被市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
行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54条
规定袁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的罪犯袁生活不能自理袁适用暂予

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袁可以暂
予监外执行遥

2011年 2月袁 市检察院在对
监外执行人员进行专项检察监督
活动过程中袁发现刘某暂予监外执
行的情形可能消失袁建议市公安局
将刘某送医院检查遥经赣州市人民
医院检查袁 刘某双下肢活动正常袁
暂予监外执行情形已消失袁市检察
院遂于 3月 7 日向市公安局发出
将刘某收监的检察建议遥 2011年 3
月 31日袁 市法院决定撤销对刘某
的暂予监外执行袁对刘某予以收监
执行袁刘某得知其可能被收监后一
直在逃遥

2017年 6月袁 市检察院以开
展野全国集中清理判处实行罪犯未
执行刑罚专项活动冶为契机袁建议
市公安局对刘某实施追捕袁并在实
际执行遇到阻碍时通过多方协商袁
发函建议市人民法院对刘某决定
逮捕遥同年 10月袁市公安对刘某发
出逮捕令袁并实施网上追逃遥

2018年 5月 18日袁 刘某在浙
江省某地被公安机关抓获袁29 日
由市看守所将其投送监狱袁市检察
院派员现场监督遥 至此袁在市检察
院的全程监督下袁监外执行情形消
失长达 7年零 2 个月而无法及时
收监的罪犯终被成功收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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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为有一个心而活着袁心因为有方向而执着袁
方向又因为有梦想而坚毅地飞翔遥金都小学琳琳渊化
名冤同学袁只有一个肾而活着袁却拥有着许多梦想遥

原本出生在云石山一个贫困家庭袁父母务农袁过
着靠天吃饭的生活遥刚出生时琳琳眉清目秀袁胖乎乎
的袁和许多健康的孩子一样袁可爱极了遥可是袁生活却
给了她更多的考验遥

噩耗一个又一个
在一岁时的体检中袁医生告诉琳琳父母袁孩子左

肾重度积水袁因右肾正常袁基本能代谢袁所以孩子表
面看起来和正常孩子一样袁 医生建议家属带到更大
的医院去复查遥

父母经过商量决定带她到厦门中山第一附属医
院袁经过一周各种检查袁医生的结论还是左肾重度积
水袁肾小管狭窄袁须手术遥 原本对手术有些憧憬和希
望时袁医生告知父母这个手术费需要 20-60万遥 这
个数字对于这个贫困家庭来说袁简直是天文数字遥无
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又无可奈何之下袁 带着颗悲伤
的心袁选择回家保守治疗遥但家里人不知孩子的肾在
一天一天坏死袁当父母再次带她准备手术时袁医生的
话让父母如五雷轰顶袁 孩子的左肾因长期积水已经
萎缩坏死遥 已无手术必要了袁现右肾补偿性增大袁负
担很重袁孩子不能参加剧烈运动袁不然会脸色泛白袁
左肾疼痛遥

因种种原因袁父母离婚了袁父亲有了新的家庭遥
妈妈独自带着女儿租房子住袁 居住所在的居委会了
解到这一情况袁评定她们家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袁在政
策上给予一些帮助遥 但是袁面对女儿的病袁妈妈实在
拿不出那么多钱去更好的医院医治袁 常常半夜起来
偷偷地哭袁已经没有了丈夫袁现在又没有了健康的女
儿噎噎

一个肾的女孩能有自己的梦想吗钥 妈妈告诉琳
琳袁只要好好活着就可以了袁但是琳琳却告诉自己院
我只有一个肾袁我也要追逐自己的梦想遥 然而袁魔鬼
般的疾病并没有放过这个可爱的女孩袁 仅有的一个
肾也时时疼痛袁需要药物维持袁因为经常服药袁身体
健康遭到损害袁左眼视力仅有 0.2遥 疾病带来的疼痛
如魔鬼般纠缠着小琳琳袁每次很疼的时候袁她都咬紧
牙忍受着袁妈妈看了很心疼袁说院野孩子袁疼就哭出来
吧浴冶她忍住疼微笑着安慰妈妈院野妈妈袁我不疼袁妈妈
不要哭遥我还想好好读书袁我一定会为了梦想坚强的
活下去浴 妈妈袁我爱您浴 冶

野我要飞得更高冶
乐观尧积极尧阳光尧可爱的琳琳爱好广泛袁特别喜

欢舞蹈尧书法和绘画遥 五岁时她跟妈妈说要学舞蹈袁
要像正常孩子一样袁可以翩翩起舞遥 开始妈妈不肯袁
因为妈妈知道学习舞蹈特别耗体能袁 妈妈怕孩子身
体受不了遥后来经不住琳琳的软磨硬泡袁妈妈终于同
意了遥 有了妈妈的支持袁琳琳一学就是两年半袁从未
退缩遥直到有一次练习后空翻后脸色煞白袁大汗淋漓
喊腰疼袁医生建议不可以再练习了袁她才忍痛离开了
她热爱的舞台袁离开了她挚爱的红舞鞋遥

大家都觉得琳琳已经放弃舞蹈梦的时候袁 她已
经学会在心里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袁 她悄悄第告
诉妈妈院野妈妈袁长大后我要做一个舞蹈家袁站在更高
更大的舞台上翩翩起舞遥 冶

生活中的琳琳总是乐观的袁一双笑眯眯的眼睛
永远在告诉别人要要要我跟你们一样遥上小学一年级
时袁 妈妈带她报好名后袁 她主动要求妈妈不要接
送曰六岁时开始袁中午的碗就是她负责洗遥 七岁开
始袁她学着洗衣服尧做家务曰九岁时袁她已经会做简
单的饭菜了噎噎乐观略带腼腆的琳琳总是忘记自
己的疼痛袁忘记自己是有病的孩子袁用她的坚强与
执着袁承受住了逆境的打击遥 在困难面前袁她坚韧
忍不拔遥 在成功面前袁她是那样的谦逊袁努力地追
逐着梦想遥 她在金都小学第六届硬笔书法比赛获
得第三等奖袁 在五年级歌唱祖国比赛中还获得了
第一名袁在雏形争星中被评为孝道之星遥 多次被评
为校三好学生尧 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少先队员等
荣誉称号遥

野是海燕袁就该搏击长空袁自己要努力向上袁这便
是自强的内涵遥乐观袁自信袁像黑夜里海港上的明星袁
指引着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和生活遥 冶 琳琳总是这样
说遥相信袁未来能听到她更多的好消息曰相信袁未来的
她能创造更多的奇迹遥

折翼天使爱追梦
阴杨群凤 本报记者赖长营

情：重症监外执行 法：出逃七年收监

茛叶坪乡山岐村通过产业扶贫 野五个一冶模
式袁引进中兴农业尧胜威百香果尧百汇绿海等农业
龙头企业袁采取野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冶野党支
部+合作社+贫困户冶等多种形式袁带动村民家家
发展产业尧户户有增收项目遥图为一村民正在销售
瓜果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