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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高速路发病
咸阳交警接力营救

本报咸阳讯（赵煜记者黄艳）日
前，一名突发急病的山东长途货车司机
受困于西宝高速咸阳段，多亏咸阳交警
爱心救助，才使他转危为安。

11日中午12时许，咸阳高交大队民
警张伟、马骏，正在西宝高速咸阳收费站
出口执行检查任务，看到一辆鲁Q14×××
半挂牵引车徐徐开出收费站后，突然停
在路边不走了。此处来往车辆较多，车
辆停放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见此情形，
民警连忙上前查看情况，打开车门后，
突然发现该车驾驶人脸色苍白、满头大
汗，用微弱的声音呼喊着：“救救我、救
救我……我腰疼的不行了！”

民警简单询问情况后，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并将该驾驶人从车上小
心搀扶下来。十分钟后，120急救车及
时赶到现场，民警随即协助医护人员将
这名驾驶员送上救护车。

下午2时30分，该车驾驶人经过医
院救治，脱离了危险，减轻了病痛，又重
新返回收费站。原来，该驾驶人患有腰
椎间盘突出症，由于长时间驾车劳累，
突发腰部痉挛性剧痛。幸亏民警发现
较早、送医很快，没有引发其他危险。
看到危难中及时伸手救助的高速交警，
这名驾驶员感慨万分。

检察官提醒，应严厉打击
非法追债活动，对起因于赌桌
上产生的赌债，法律对于赌博
活动发生的债务纠纷不予保
护。对起因于法律保护的合
理事项的债务，市民借贷时应

注意保留借条、合同、收据等
书面证据，债权人应走合法途
径讨债，欠债者如遇到不法侵
害，应及时拨打 110 报警求
助。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洋、
宋某某因索要赌债而唆使李

某军、申某某非法拘禁他人构
成非法拘禁罪，在量刑时要作
为加重情节对被告人从重
判处。

方思颖 苏子英
本报记者张维通讯员白冰

回顾 “暴力讨债”闹剧上演

2017年1月份，被告人李某
洋伙同宋某某在宜川县某酒店
组织他人赌博，宋某某负责为李
某洋记账、抽钱。每场赌博都是
李某洋先交给宋某某1万元至2
万元不等的现金，让宋某某给参
与赌博的人每人提供2000元赌
资，输完后再在宋某某手中支
钱，宋某某负责记账。以同样的
方式，宁某某先后在李某洋的赌
博场上输了12.7万元，周某先后
在李某洋的赌博场上输了 5.6
万元。

因受害人宁某某欠被告人
李某洋赌博账 12.7万元，李某
洋多次向受害人宁某某讨要未
果。2017年 2月 10日，李某洋
指使李某军带人到云岩镇宁某

某家要账。被告人李某军伙同
宋某某、刘某、王某开一辆黑色
广州本田轿车找宁某某未果。
后李某洋得知宁某某坐一辆白
色奔腾轿车向云岩镇方向走，
李某洋让申某某、周某、李某某
坐出租车跟着，李某洋开一辆
比亚迪商务车追宁某某，并电
话通知李某军在回宜川县县城
的路上将该辆白色奔腾轿车
截住。

当日 18时许，李某军等人
在十里坪峁下测速处将该辆白
色奔腾轿车截住，并将宁某某
从白色奔腾轿车强行拉上李某
洋开的比亚迪商务车。李某洋
指使李某军、申某某、宋某某将
比亚迪车开上，拉着宁某某联

系钱。刘某和王某中途离开，
后被告人李某洋伙同李某军、
宋某某、申某某等人，将受害人
宁某某拉往甘义沟，在车上，李
某洋与申某某对宁某某进行殴
打并威胁恐吓，让宁某某联系
钱。受害人宁某某在被逼无奈
的情况下联系其父亲宁来某，
宁来某答应为宁某某还钱，让
李某洋等人将宁某某送至云岩
镇拿钱。晚上 10点多，李某洋
等人将宁某某拉至云岩镇，并
从宁来某手中拿到3000多元现
金后，才让宁某某回家。案发
后，宋某某到公安机关主动投
案，其余人相继被抓获。李某
洋家属经多次沟通，取得了被
害人宁某某的谅解。

提醒 遇不法侵害及时报警

陕西首届农歌大赛
咸阳赛区复赛举行

本报讯（方思颖记者赵明文晨）
9月12日下午，陕西省首届“乡村振兴·
美丽家园”暨“弘扬乡土文化·庆祝农
民丰收”咸阳农歌赛在咸阳市建行大厦
举行。来自咸阳 11个县市区 16组选
手，用歌声讴歌农民的新生活，赞美团
结和谐的美丽家园，展现了当代农民精
神风貌。

在比赛现场，评委根据参赛选手的
歌曲内容、演唱技巧、音准、节奏、感情
把握以及表现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判。最终，来自武功县的刘强、李海侠
以真挚的歌声和稳健的台风征服了现
场的评委和观众，用一曲《武功我可爱
的家乡》获得了本次大赛的第一名；长
武县赵斌、三原县张皖获得第二名；乾
县李少锋、永寿县韩晓鹏、彬州市吕佳
妮获得第三名。兴平市、淳化县、长武
县、永寿县获得优秀组织奖。

陕西省首届“乡村振兴·美丽家
园”农歌大赛于 2018 年 7 月中旬启
动，10 月将在渭南市合阳县举行决
赛。本次复赛表现优异的选手将在
决赛中与其他赛区复赛晋级选手共
同比拼，通过对演唱技巧、仪表仪态、
综合素质等的综合考评，最终角逐出
十佳歌手奖、最佳表演奖、优秀基层
组织奖等奖项。

本报渭南讯（田建荣记者
杨晶）9 月 12 日，随着中国枣
文化博览园在大荔县建成，大
荔冬枣小镇旅游观光项目“观
光火车”也正式开通。当清脆
的汽笛声响起，观光火车驶向
了万亩冬枣园中，让游客体验
到车在景中、道在绿中、水在
林中、人在园中的“枣文化”。

据了解，此列观光火车轨
道全长 5.6 公里，配备机车一
列，可容纳96人，沿途行驶在大
荔县安仁镇小坡村万亩冬枣园
中，坐在观光火车上，吃着甜脆
的冬枣，品味着悠久的枣文化，
了解枣乡人民的风土人情，欣
赏着沿途的中华枣源主题广
场、长鹿望福、丰收盘锦和天
壶、欢乐谷、民俗文化墙、丝路
风情景观、桃花源等35处景观，
让游客们身临其境，乐在其
中。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可接

待游客约 10 万人次，可创收
800万元。

近年来，在大荔县林业

局、红枣局和安仁镇的精心打
造下，把冬枣产业做成“产业+
文化旅游”的现代田园综合

体，让游客们在采摘之余，即
可品尝到脆甜的冬枣，又可了
解枣文化知识。

坐着火车逛枣园

2018陕西省大学生
公益广告大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国庆）为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激发当代大学
生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事业的
热情，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陕西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共陕西省委高等教
育工作委员会、陕西省文明办、共青团
陕西省委员会联合举办2018陕西省大
学生公益广告创意设计大赛。

大赛投稿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
面向全省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征集平面、
广播、视频、动画、策划等各类优秀公益
广告作品。

详情请登录陕西省广告协会官方
网站：www.sxadmh.com或微信关注陕
西省广告协会微信公众号：saa-029

铁门倒下教官撑起“逃生路”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5000元

提供赌资组织赌博

四人“暴力讨债”获刑
三个90后，一个80

后一心为求暴利，组织他
人赌博并提供赌资支援，
赌场“戏”唱罢不久，便唱
起登门讨债“戏”，未果后
又上演一出飞车劫人，暴
力讨债的闹剧，身陷囹圄
后才方知悔恨。近日，宜
川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
人李某洋、宋某某涉嫌赌
博罪，李某洋、宋某某、李
某军、申某某涉嫌非法拘
禁罪依法提起公诉，经宜
川县人民法院审理，以李
某洋犯赌博罪、非法拘禁
罪判处2年7个月，并处
罚金2万元；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
罚金1万元；以宋某某犯
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6
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
4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
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以李某军犯非
法拘禁罪，判处拘役4个
月；以申某某犯非法拘禁
罪，判处拘役3个月。

本报延安讯（记者崔亚樵）
18岁的王梦豪在西安一所军事
类院校读大三。前几天，他被延
安黄龙行知实验学校聘请担任
学生军训教官。9月 6日下午，
王梦豪从军训场地黄龙县体育
馆离开时，意外发生了。

从回放的监控视频中可以清
清楚楚看到，在王梦豪到铁门之
前，有两名教官从铁门处离开，轻
轻地将门关上，而在此后，有一个
小孩来到了铁门跟前玩耍，这个
时候，王梦豪走过来了。

大门突然倒塌，身高一米八

的王梦豪用双手撑住铁门，玩耍
的小孩躲过一劫，重达300多斤
的门将王梦豪砸在了地上，动弹
不得。

随后，同事路人合力抬起重重
的铁门，抬出了王梦豪送到黄龙县
人民医院救治，随后又转院至西安
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黄龙县政
府相关领导、黄龙行知实验学校领
导先后到医院看望了王梦豪。

西安市中心医院医生说，王
梦豪被诊断为轻度闭合性颅脑
损伤，一直头晕头昏，下床站立
不稳。

事发之后怕家人担心，王梦
豪并没有第一时间把自己受伤
的情况告诉家人，而是医院要求
家属签字的时候才给母亲说了
事情经过。

王梦豪英勇救孩子的事迹传
开以后，首先成为陕北小城黄龙人
之间的热门话题，大家纷纷竖起大
拇指为这位 00后小伙点赞！一直
和本报联合挖掘、奖励社会正能量
的阿里巴巴集团“天天正能量”平
台获知后，也希望能联合三秦都
市报，奖励这位勇于担当有着一
颗金子般善良的心的18岁小伙。

9月13日，天天正能量决定
奖励王梦豪5000元。“天天正能
量”评委会给王梦豪的颁奖词这
样写道：“300斤重的铁门突然倒
下，懵懂幼童浑然不觉危险降
临！揪心瞬间，幸好有你，用双手
撑起重压，用身体顶住意外！幼
童无恙，你却受伤。‘我是半个军
人，就该奋不顾身。’铿锵话语，尽
显军人本色！世间意外难以预
料，还好总有勇敢善良的你们，给
我们满满的安全感。相信小的伟
大，心怀善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别人生命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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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后，才让宁某某回家。案发
后，宋某某到公安机关主动投
案，其余人相继被抓获。李某
洋家属经多次沟通，取得了被
害人宁某某的谅解。

提醒 遇不法侵害及时报警

陕西首届农歌大赛
咸阳赛区复赛举行

本报讯（方思颖记者赵明文晨）
9月12日下午，陕西省首届“乡村振兴·
美丽家园”暨“弘扬乡土文化·庆祝农
民丰收”咸阳农歌赛在咸阳市建行大厦
举行。来自咸阳 11个县市区 16组选
手，用歌声讴歌农民的新生活，赞美团
结和谐的美丽家园，展现了当代农民精
神风貌。

在比赛现场，评委根据参赛选手的
歌曲内容、演唱技巧、音准、节奏、感情
把握以及表现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判。最终，来自武功县的刘强、李海侠
以真挚的歌声和稳健的台风征服了现
场的评委和观众，用一曲《武功我可爱
的家乡》获得了本次大赛的第一名；长
武县赵斌、三原县张皖获得第二名；乾
县李少锋、永寿县韩晓鹏、彬州市吕佳
妮获得第三名。兴平市、淳化县、长武
县、永寿县获得优秀组织奖。

陕西省首届“乡村振兴·美丽家
园”农歌大赛于 2018 年 7 月中旬启
动，10 月将在渭南市合阳县举行决
赛。本次复赛表现优异的选手将在
决赛中与其他赛区复赛晋级选手共
同比拼，通过对演唱技巧、仪表仪态、
综合素质等的综合考评，最终角逐出
十佳歌手奖、最佳表演奖、优秀基层
组织奖等奖项。

本报渭南讯（田建荣记者
杨晶）9 月 12 日，随着中国枣
文化博览园在大荔县建成，大
荔冬枣小镇旅游观光项目“观
光火车”也正式开通。当清脆
的汽笛声响起，观光火车驶向
了万亩冬枣园中，让游客体验
到车在景中、道在绿中、水在
林中、人在园中的“枣文化”。

据了解，此列观光火车轨
道全长 5.6 公里，配备机车一
列，可容纳96人，沿途行驶在大
荔县安仁镇小坡村万亩冬枣园
中，坐在观光火车上，吃着甜脆
的冬枣，品味着悠久的枣文化，
了解枣乡人民的风土人情，欣
赏着沿途的中华枣源主题广
场、长鹿望福、丰收盘锦和天
壶、欢乐谷、民俗文化墙、丝路
风情景观、桃花源等35处景观，
让游客们身临其境，乐在其
中。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可接

待游客约 10 万人次，可创收
800万元。

近年来，在大荔县林业

局、红枣局和安仁镇的精心打
造下，把冬枣产业做成“产业+
文化旅游”的现代田园综合

体，让游客们在采摘之余，即
可品尝到脆甜的冬枣，又可了
解枣文化知识。

坐着火车逛枣园

2018陕西省大学生
公益广告大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国庆）为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激发当代大学
生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事业的
热情，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陕西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共陕西省委高等教
育工作委员会、陕西省文明办、共青团
陕西省委员会联合举办2018陕西省大
学生公益广告创意设计大赛。

大赛投稿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
面向全省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征集平面、
广播、视频、动画、策划等各类优秀公益
广告作品。

详情请登录陕西省广告协会官方
网站：www.sxadmh.com或微信关注陕
西省广告协会微信公众号：saa-029

铁门倒下教官撑起“逃生路”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5000元

提供赌资组织赌博

四人“暴力讨债”获刑
三个90后，一个80

后一心为求暴利，组织他
人赌博并提供赌资支援，
赌场“戏”唱罢不久，便唱
起登门讨债“戏”，未果后
又上演一出飞车劫人，暴
力讨债的闹剧，身陷囹圄
后才方知悔恨。近日，宜
川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
人李某洋、宋某某涉嫌赌
博罪，李某洋、宋某某、李
某军、申某某涉嫌非法拘
禁罪依法提起公诉，经宜
川县人民法院审理，以李
某洋犯赌博罪、非法拘禁
罪判处2年7个月，并处
罚金2万元；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
罚金1万元；以宋某某犯
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6
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
4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
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以李某军犯非
法拘禁罪，判处拘役4个
月；以申某某犯非法拘禁
罪，判处拘役3个月。

本报延安讯（记者崔亚樵）
18岁的王梦豪在西安一所军事
类院校读大三。前几天，他被延
安黄龙行知实验学校聘请担任
学生军训教官。9月 6日下午，
王梦豪从军训场地黄龙县体育
馆离开时，意外发生了。

从回放的监控视频中可以清
清楚楚看到，在王梦豪到铁门之
前，有两名教官从铁门处离开，轻
轻地将门关上，而在此后，有一个
小孩来到了铁门跟前玩耍，这个
时候，王梦豪走过来了。

大门突然倒塌，身高一米八

的王梦豪用双手撑住铁门，玩耍
的小孩躲过一劫，重达300多斤
的门将王梦豪砸在了地上，动弹
不得。

随后，同事路人合力抬起重重
的铁门，抬出了王梦豪送到黄龙县
人民医院救治，随后又转院至西安
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黄龙县政
府相关领导、黄龙行知实验学校领
导先后到医院看望了王梦豪。

西安市中心医院医生说，王
梦豪被诊断为轻度闭合性颅脑
损伤，一直头晕头昏，下床站立
不稳。

事发之后怕家人担心，王梦
豪并没有第一时间把自己受伤
的情况告诉家人，而是医院要求
家属签字的时候才给母亲说了
事情经过。

王梦豪英勇救孩子的事迹传
开以后，首先成为陕北小城黄龙人
之间的热门话题，大家纷纷竖起大
拇指为这位 00后小伙点赞！一直
和本报联合挖掘、奖励社会正能量
的阿里巴巴集团“天天正能量”平
台获知后，也希望能联合三秦都
市报，奖励这位勇于担当有着一
颗金子般善良的心的18岁小伙。

9月13日，天天正能量决定
奖励王梦豪5000元。“天天正能
量”评委会给王梦豪的颁奖词这
样写道：“300斤重的铁门突然倒
下，懵懂幼童浑然不觉危险降
临！揪心瞬间，幸好有你，用双手
撑起重压，用身体顶住意外！幼
童无恙，你却受伤。‘我是半个军
人，就该奋不顾身。’铿锵话语，尽
显军人本色！世间意外难以预
料，还好总有勇敢善良的你们，给
我们满满的安全感。相信小的伟
大，心怀善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别人生命里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