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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员及时扑救化解险情

饶城双塔公园进行提升改造 预计今年四月底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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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撞上绿化带车内酣睡

男子被刑事拘留

本报讯 沈春华 记者程家富报道：

1

月

4

日上

午

10

时许，弋阳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过境

车主刘斌先生报警称，在南岩镇光辉村路段，有一

位老人摔倒在路口，说不清楚家庭住址，希望帮助

寻找老人家属。

接警后， 辖区城南派出所民警邵敏立即带

领姚利 、赵郭靖出警现场 ，查看老人身体并无

大碍后 ， 民警与热心司机刘斌搀扶起老人 ，从

附近居民家中借来椅子让老人坐着稍作休息 。

经工作 ，民警查明了老人姓名 、家庭住址等信

息后 ，此时急着上高速去南昌办事的铅山籍驾

驶员刘斌才驾车离开 。 不多久 ，老人的家属也

匆匆赶到现场 。 据老人家属介绍 ，老人今年

83

岁 ，老人早上出来散步 ，然而快

10

点钟了 ，还

不见老人回家 ， 于是家人开始到附近进行寻

找 。 确认老人无需就医后 ，民警和家属一道将

他平安送回家中。

六头耕牛寒夜“出走”

民警历时四小时找到牛主人

命案嫌犯潜逃二 年 被抓时已是 家面点店老板

记者近日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

该局从

2020

年

12

月

26

日开始，对饶

城双塔公园景观进行提升改造， 预计

2021

年

4

月底完成。据了解，双塔分别

是五桂塔和奎文塔，始建于明清年间。

此次提升改造主要包括对双塔东西公

园的景观绿化提升、景墙饰面、园路铺

装、树池改建、水体清淤、排水重建，修

建栏杆、景观亭以及新增建筑小品、亮

化、音响效果、新停车场和建管理用房

等。 改造完成后，将给市民带来一个安

全、舒适、优美、功能完善、体验感极佳

且更具沉浸感的游园环境。

公园改造东西两边各有侧重

据介绍， 双塔公园于

2005

年建

成，至今已经

15

年了，公园内设施已

陈旧，地面破损严重，绿化等也滞后。市

城管局此次对双塔公园景观进行提升

改造， 主要包括对双塔东西公园的景

观绿化提升、景墙饰面、园路铺装、树池

改建、水体清淤、排水重建，修建栏杆、

景观亭以及新增建筑小品、亮化、音响

效果、新停车场和建管理用房等。

针对东边公园内绿化整体较为

茂密，绿量较高等现状特点，此次东

边公园绿化提升主要以梳理为主，局

部精细化打造为辅。 在具体实施中，

将去除冗余中层绿化， 修补露土地

被，修剪灌木，去除杂草。修复破损园

路及树池，对景墙进行美化，对景观

亭及廊架进行翻新修复刷漆，同时修

补河堤护栏等，努力打造简洁明朗的

景观空间效果。

西边公园存在整体硬质景观老化

锈蚀、园路面层破损，绿化单一，植物

景观缺少观赏亮点， 季节景观缺乏变

化，原有景墙长廊破损、景观亭缺失、

河堤护栏缺损等问题。 此次改造将遵

循完善公园使用功能需求， 尊重场地

现状特征，挖掘区域文化特征等原则，

在原有公园景观的基础上， 增加特色

雕塑、儿童活动设施、互动装置、休憩

设施等， 并对现有其他配套设施进行

提升改造。 同时，对园路、汀步、滨水步

道等进行重新梳理优化，修补换新，努

力让市民在游园过程中不仅能看到美

景，还能体验园内步行带来的乐趣。

重点绿化区域采用观赏草和多年

生宿根花卉替代草坪，利用垂柳、松、

竹、梅、早樱、碧桃等植物，打造“ 春、夏

赏花，秋、冬观草”的植物景观效果。 在

园区内还将打造一个

1000

余平方米

的中草药示范园， 选用几十种适合本

地生长的中草药植物进行培育种植，

让市民在赏花的同时还能更直观地感

受自然与中医学的关系， 让本草融入

生活，传播中医文化，引领健康生活。

新增停车场和公园管理用房

在此次提升改造过程中，市城管

局将顺应新建道路与公园的地势高

差，架空建设停车场地和公园管理用

房。该建设充分节约了公园的建筑空

间， 面层可容纳

20

辆机动车同时停

放，最大限度地满足周边市民的停车

需求；底层建成管理用房，为园林工

人提供工作便利。 同时，完善周边园

路和配套设施，新增一个城市管理取

水口，满足环卫和园林用水需求。

主出入口区位于园区东北角，以

廊亭和假山景观为核心形成景观轴

线。 此次改造在不改动其景观布局的

前提下，将增加情景小品、雾森系统以

及植物、砂石等烘托氛围，植物的配置

与假山互相穿插，凸显“ 虽由人作，宛

自天开”的场景感受；以砂代水，营造

山水相映成趣的景观， 打破假山的呆

板。同时，更换地砖，增加地雕，翻新廊

亭、围墙、花坛等，使其焕然一新。次出

入口区位于主入口区西南侧， 原主园

路直冲轴线，缺乏视觉焦点。此次改造

调整园路到广场两侧， 并新增景墙形

成障景，丰富空间感受。

翻新观景平台和复建望江亭

观景平台临岸而建，原有廊架基

本损毁。此次改造将在原有廊架的基

础上，采用与新建廊桥风格一致的方

式进行翻新。 同时，修复平台上其他

老旧设施，满足市民休憩活动需求。

望江亭位于公园南侧江畔，原有

望江亭已损毁。此次改造将保留原有

景观结构，复建望江亭，修复缺失栏

杆及周边老旧设施。

原码头功能弃用后， 栏杆未补

全，存在安全隐患，此次改造将使用

样式统一的栏杆进行修补，消除安全

隐患；码头原有铺装老旧且样式与场

景不融合，此次改造将用石板重新铺

设铺装，增加古朴的氛围；原铺装排

水坡度存在缺陷，导致中间铺装面多

处积水， 此次改造将铺装基础优化，

重新找坡，将雨水顺势排入江水中。

为让双塔公园焕发生机， 在提升

改造过程中， 市城管局将根据不同区

域的功能性及景观性， 设置多种不同

的照明形式，增加游园视觉效果。同时，

加入音响系统，使得游人更具沉浸感。

（ 郑敏 本报记者郭淑芬 杨小军 文

/

图）

老人河中溺水 两民警奋勇跳入刺骨河水中救人

公园西边提升改造效果图

双塔公园开始提升改造

为救起一位溺水老人，德兴市公

安局黄柏派出所辅警舒礼兵，在寒冷

的冬日，跳入刺骨的河水里，紧接着

派出所副所长俞衍祥也跳入河中，两

人合力把溺水老人营救上岸，派出所

民警和辅警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公安

民警在群众危难之中显身手赞曲。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10

时

24

分， 黄柏派出所接到

110

指挥中心的

指令称， 有人在黄柏乡长田村洗衣埠

头附近溺水。警情就是命令！接到指令

后， 黄柏派出所副所长俞衍祥立即带

领辅警舒礼兵、周维、高福出警。

当日德兴市气温只有

6

摄氏度

左右，河水有

3

米多深，冰冷刺骨。出

警民警和辅警一下车就以百米冲刺

的速度向事发现场跑去。当看到有一

人背朝天浮在建节水长田段河面时，

辅警舒礼兵二话没说，立马脱下衣服

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

向溺水者游去。 紧接着，副所长俞衍

祥也跳入河里。

“ 救人要紧！ ”当时溺水者在上

游，而且离岸边约有

10

余米远，舒礼

兵奋力划水游到溺水者身旁，并将本

是背朝天的溺水者翻过身来。舒礼兵

发现，溺水的是一位老人。 舒礼兵将

老人头枕在随身携带的救生圈上，并

用一只手托住老人身体、一只手扶着

救生圈， 凭借双脚艰难地向岸边游

去。 救人不容缓！ 很快俞衍祥也游到

了辅警舒礼兵身边，帮助拽住老人衣

服，以此减轻舒礼兵的压力。 当将老

人艰难救到岸边时，两人已是筋疲力

尽，在岸上接应的辅警周维和高福赶

紧协助将老人救上岸。

按照常规学到的知识，辅警高福

马上对老人进行了相关救护，之后他

们又就近将老人送到黄柏乡卫生院

进行抢救。而此时，俞衍祥、舒礼兵才

感到身上冷得直打寒颤。遗憾的是老

人虽经抢救还是离开了人世。但派出

所副所长俞衍祥和辅警舒礼兵不顾

寒冷， 跳进刺骨河水里救人的精神，

还是令当地村民连声称赞。

据俞衍祥介绍，基层派出所的工作

千头万绪，在维护社会稳定、打击违法

犯罪活动的同时，还要对辖区进行日常

管理，服务群众。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3

时，辖区长田村一村民家，小孩因天冷

用了取暖器忘了关，结果引发火灾。 接

到报警后，他带领民警及时赶到现场和

村民一起将火扑灭。 另外，群众遇到急

难事都会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对他

们来说，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了。

(

邵德初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 人生不能走错路 ，我后悔啊 ，

但我知道，一切都晚了！一切也都完

了 ！ ”面对民警的审讯 ，潜逃了

22

年、 被抓捕回来的命案逃犯胡某某

声泪俱下，悔恨当年读书的时候，跟

了一帮社会“ 混混 ”玩 ，导致犯了命

案。 正是当年的因， 才有了今日的

果。

2020

年

12

月

22

日

17

时，广东

省深圳市福田区某面点店， 玉山县

公安局赴粤追捕命案逃犯攻坚组在

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成功抓获命案

逃犯胡某某。

一名中学生被故意伤害致死

随着胡某某的落网归案 ，宣告

了玉山公安在我市率先实现命案

积案逃犯清零！ 也带出了一个活生

生的法制教育警示案例。

1998

年的

一天 ，玉山县发生一起中学生被故

意伤害致死案件。 公安机关迅速展

开侦查 ，发现该案系学生之间打群

架引发 ，当时某中学的一群学生带

着砍刀等作案工具冲进学校附近

的一家出租屋 ，对着被害人等一通

乱砍乱杀 ，随后扬长而去 ，后被害

人不治身亡。

命案发生后，公安机关迅速查明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陆续将他们抓捕

归案接受法律的严惩。然而该案的最

后一名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却侥幸逃

脱，公安机关组织了大量的警力进行

缉捕， 但因受当时侦查条件限制，屡

抓未获。

22

年来，玉山县公安局领导

和办案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工作做

了一轮又一轮， 胡某某却如石沉大

海、人间蒸发。 但每任领导都十分重

视对命案逃犯的追捕工作，玉山刑警

有一个良好传承，就是刑侦民警离任

或调任时，对手头负责的命案逃犯追

捕工作必须指定移交，追捕命案逃犯

胡某某的“ 接力棒”就这样一直传到

了现在。

民警走访当年知情人获线索

2020

年 ， 根据公安部统一部

署 ， 全国公安机关 开 展 “ 云 剑

-

2020

”专项行动 ，玉山县公安局倾

力打好侦破命案积案攻坚战 ，办案

民警通过走访当年的知情人 ，果然

获得了一条有效线索 ，并在上饶市

公安局相关警种的支持和帮助下 ，

研判出胡某某极有可能改头换面 、

潜藏在广东省深圳市。 在该局主要

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调度指挥下 ，由

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任组长 ，组

建了赴粤追捕命案逃犯胡某某攻

坚组 。

2020

年

12

月

18

日 ，攻坚组

征战出发 ，赶到广东深圳后 ，立即

展开侦查布控和抓捕工作。

在深圳警方的大力协助下，攻坚

组很快获悉情况，胡某某在当地经营

了

3

家面点店，但他自己平常很少露

面。 对此，攻坚组选择了胡某某最有

可能出现的一家面点店开始蹲守，在

繁华的都市街头， 民警风餐露宿，大

家紧盯目标， 抖擞精神。

2020

年

12

月

22

日

17

时，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出

现了。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对自

己当年所犯的命案供认不讳。“ 人生

不能走错路，不能跟错玩伴，当年的

不懂事，毁了自己，还连累了妻子女

儿！”胡某某从悔恨中开始，供述了他

这

22

年来的逃亡历程。

侥幸逃亡

22

年最终难逃法网

“ 当年砍人之后 ，得到消息 ，那

人快不行了 ，我们就开始各自逃亡

了……”据胡某某交代 ，案发后 ，他

立即找到了当时的女朋友 ，女朋友

给了他一笔钱 ，他坐班车跑到了与

浙江省江山市交界的一个村子 ，住

在同案的同学家中观望消息。 过了

大约四五天 ，他们得到消息 ，被砍

的那人死了 。 他心里害怕极了 ，连

夜坐摩的逃往浙江省江山市 。 之

后 ， 他在江山市找了一家工厂打

工， 整日惶恐不安， 也不敢跟家人

联系 。 工作了

5

个月左右之后 ，他

担心离家太近 ， 容易被警察抓到 ，

于是不辞而别， 坐火车前往广东深

圳，然后在深圳潜藏至今。

经查明，犯罪嫌疑人胡某某逃到

深圳之后， 整天东躲西藏过日子，靠

打些零工生活， 后来见没出什么事，

就安心了不少，找了个电线杆上的小

广告，花钱办了一个“ 身份”，从此，他

改头换面了。 有了新的“ 身份”之后，

胡某某找了一家面点店做学徒，因为

刻苦肯学，一年后成了“ 师父”，之后

当了“ 主管”，再之后自己创业，发展

到被抓捕之前，有了

3

家自己的面点

店，可谓是事业有成。“ 现在什么都完

了！ 这么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 胡

某某说道。

“ 我和妻子是在面点店打工认识

的，她很温柔，凡事都听我做主，结婚

后，我们生了两个女儿，学习成绩在

学校都是名列前茅，我对不起她们。 ”

胡某某每每说起，都痛苦不堪。

侥幸逃亡

22

年， 努力打拼了一

份较好的事业， 在大都市购买了房

产， 如是良善常人， 足以体面立足

……然而这一切， 随着他的落网，全

都成了泡影。

（ 吕荣飞 本报记者 杨小军 见习

记者 符晨旭 文

/

图）

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缉拿归案

本报讯 见习记者符晨旭报道：一辆黑色宝马

车近日行驶至高速广丰收费站时，突然左前轮发

生故障，接着起火。 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见车子着

火后，及时采取措施帮助灭火，成功化解了险情。

记者事后了解到，该宝马车起火竟是车主一个大

意举动导致的。

据收费站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当时，该辆黑色

宝马车的电子手刹没有放，驾驶员踩下油门后，车

子就被拖着走，随后车轮开始冒烟并起明火。 收

费站工作人员潘慧彬说：“ 宝马车车轮冒烟之后，

我看见收费站后面有一辆油罐车， 情况非常危

险。”危急时刻，潘慧彬和同事迅速拿出灭火器，很

快将火扑灭。

庆幸的是， 此次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随

后，事故车辆被送往维修。 在该起事故中，收费员

的勇敢果断受到广泛称赞。 但同时也应引起广大

车主注意，开车上路时，一定要谨慎驾驶，以免发

生事故。

�

大家合力将车推离收费通道

本报讯 钟华 记者程家富报道：铅山县公安

局永平派出所民警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

急，近日连夜帮助群众寻回

6

头走失的耕牛，为

群众挽回损失

9

万余元， 赢得群众的一致好评

和点赞。

2020

年

12

月

21

日

18

时许，永平派出所接

到辖区村民张某某报警称 ：在野外稻田里 ，有

6

条水牛四处乱走无人看管，可能是走失的，需要

民警帮助。 接警后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

6

头“ 离家出走 ”的水牛结伴往深山里走去 ，民警

深知一旦让牛跑进了山里，那就很麻烦，当即设

法将水牛稳定在原地。 一场警民齐心携手寻找

牛主人的行动就此展开。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失主始终没有现身。 当日

22

时许， 历经

4

个小时的排查寻找， 民警终于获悉，

6

头水牛有

4

头是辖区港洲村村民侯某某家的，

2

头是村民

谢某某家的。 原来，该

6

头耕牛原本是栓在牛栏

里的，不知怎地发脾气挣断了绳子。 在民警上门

告知两位失主时， 他们还不知道自家的耕牛已

在外游荡大半天了。 候某某和谢某某紧紧拽着

耕牛的绳子 ，牵着失而复得的耕牛，激动得连连

向民警表示感谢。

本报讯 见习记者符晨旭报道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1

时许， 一辆面包车横亘在马路中间

绿化带上，一动不动。 一位刚加班结束的民警恰

巧路过，见此情景立即上前查看情况。 民警隔着

车窗玻璃发现，虽然该面包车撞上了绿化带，但

车内的驾驶员此时却正在酣睡， 民警立即敲打

车窗玻璃唤醒司机。 司机摇下玻璃，露出睡眼惺

忪的神态， 同时车内一股刺鼻的酒气立即散发

出来。

意识到该名司机为酒驾后，民警立刻打电话

给交警指挥中心报警，随后赶到的事故科、机动中

队民警将驾驶员刘某带回执法管理中心进行询问

调查。 面对训斥，刘某狡辩称不是自己开的车。 但

是，经过调取事故发生临近时间的路口监控照片，

可以清晰地看到刘某驾驶车辆时身体倾侧一边，

双眼闭合，意识极度模糊。 面对铁一般的证据，刘

某对自己饮酒后驾车上路、 撞上绿化带的违法行

为供认不讳。抽血检测的结果表明，刘某每百毫升

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

119.51

毫克， 属于醉酒驾

驶。 目前，刘某已被刑事拘留。

6

4

83

4

22

3

辅警舒礼兵奋勇游向溺水者

两人合力将老人拉向岸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