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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毒贩途中，江南一协警被撞翻倒地受伤仍不忘交代队友

“别管我，快去追毒贩……”
■本报记者 陆增安 通讯员 黄斌
嘴唇上腭擦伤开裂、手肘及膝盖严重擦伤，虽然已经住院休养了半个多月，但协警小农至今开口说话时伤口还有些胀痛。这
些伤，是在一个多月前的某天晚上，小农随同那洪派出所民警抓捕毒贩张某时，在开电动车追捕过程中被张某逼翻倒地撞出来的
……
“职责所在，当时也没多想，第一反应就是无论如何都想把他抓住！”7 月 11 日上午，在那洪派出所内，当时参与伏击抓捕毒贩
张某的民警和协警，
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协警追捕毒贩时受伤
5 月 18 日 20 时许，那洪派出所接到
报警称，当晚有人在西乡塘区龙腾江北
路公交站台附近进行毒品交易。接报
后，派出所立即组织包括协警小农在内
的多名民警和协警，火速前往上述地点
提前布控伏击。
据那洪派出所办案民警陈警官介
绍，至当日 22 时许，办案人员发现一名
男子骑着电动车来到公交站台附近后，
停好车就站在路边等候。不一会儿，另
一名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行至这名男子
身边短暂停留，坐在车上经眼神及手势
简单交流后，扔下一小包可疑物品在地
上，疑似进行毒品交易。
在周边布控伏击的多名民警和协
警，立即上前欲将这两名男子控制。不
料，一直坐在电动车上的中年男子看到
有陌生人向其靠拢，立即掉转车头加速
往新阳路方向逃窜。伏击民警紧追其
后,其中一名伏击协警小农也骑上电动
车加速追捕。但在追捕途中，在一路口
转弯处小农被逃跑男子撞倒翻车，导致
嘴唇上腭擦伤开裂、双手手肘及双脚膝
盖均严重擦伤。倒地那一瞬间，小农还

把欲上前扶他的队友一把推开：
“ 别管
我，快去追毒贩……”

逃跑毒贩 9 天后被抓
见队友倒地受伤，紧跟其后的其余
办案人员继续追击，但由于这名中年男
子骑车速度快且熟悉地形，最后消失在
新阳路一带的巷子中。而当时进行毒品
交易的另一名男子胡某则被办案人员当
场控制，警方从其身上查获毒品可疑物
一袋（重 0.56 克）。在进一步审讯中得
知，当时两人正在进行毒品交易，胡某是
购买毒品的下家，逃跑的中年男子则是
卖毒品的上家，外号叫
“大嫩”。
随后，那洪派出所的办案民警通过
多种侦查手段，最终锁定逃跑的中年男
子身份，并将其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其
间，办案民警经积极走访周边群众，摸清
了贩毒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律，
并于 5 月 27 日 18 时许,在西乡塘区中尧
南路附近，将此前逃脱的犯罪嫌疑人张
某抓获归案。
据陈警官介绍，在抓获张某时对其
进行尿样检测显示其为吸毒人员，公安
机关先对张某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并于
6 月 12 日将张某转刑事拘留，于 6 月 29

日经江南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无论如何都要抓住他
据张某交代，案发当天他通过微信
联 系 到 吸 毒 人 员 吴 某 ，并 经 微 信 转 账
方式收了 550 元毒资，约定好地点当晚
交易。
据了解，今年 38 岁的张某是马山县
白山镇人，长期租住在西乡塘区永和村
一带。早在 1998 年，他因抢劫曾被公安
机关处理过。此前，他曾在南宁一小区
做过保安，但由于好吃懒做，总想着不劳
而获，今年初沾上吸毒这个恶习，为了筹
毒资，
最终走上了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
“做这行迟早都会被抓，希望这次进
去（坐牢）之后，
好好改造早点出来重新做
人，
不再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了。
”
面对民
警和记者一行，张某表现出了悔过之心。
目前，
张某因涉嫌贩毒已被警方依法予以
刑事拘留，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当时参与伏击抓捕毒贩张某时不幸
被撞翻倒地受伤的协警小农，说起当时
的情况称：
“职责所在，当时也没多想，第
一反应就是无论如何都想把他抓住！如
果以后再踫到类似状况，我还是会义无
反顾地去做。”

为什么选水陆空全能少年夏令营？

时间

别样旅程锻炼自我能力
“给孩子金山银山，
不如培养孩子一个好习
惯。
”
在孩子的幼年时期，
让他们养成一些好习惯，
这对孩子的成长甚至一生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转眼又到暑假，又到了学校“暂停营业”
的“宅童”季节。是让孩子上补习班托管，还
是任其在家“吃”饕餮“网络游戏”大餐？其
实，像暑假这样的大长假，是培养孩子自理能
力、开阔眼界的绝佳时期。
为给孩子们全面成长提供土壤，南宁晚
报推出金穗生态园“水陆空全能少年”主题夏
令营活动，一起去开启一段别样的人生旅程，
丰富个人阅历，锤炼自我能力。

红十字会基地，安全有品质
有这么多的夏令营，为什么要选择去广
西的金穗生态园呢？
据了解，
金穗生态园位于隆安县那桐镇定
典屯（那乐谷），
总规划面积1万亩，
是南宁市12
个重点打造的综合示范村之一，
是一所集农事
体验、
科普教育、
会务服务、
休闲旅游、
养生度假
于一体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代表性园区。
选择在那乐谷金穗生态园开启夏令营，
因为金
穗生态园是广西红十字会创新应急救护培训基
地，
是保障应急救护培训渠道的新举措。
此前，
生态园基地已经开展过多次应急救
护培训拓展示范课将团队建设、
团队比拼与心
肺复苏、
创伤救护等应急救护培训的核心内容
紧密结合，
让学员在完成拓展挑战的同时灵活
掌握救护技能，教学氛围紧张又活跃，这将极
大提高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这不是简单的军
训，行程里融入了很多寓教于乐的项目，能让
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到乐趣。

上午

主题
时间

广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发布系统 8 月 1 日启用
本报讯（记者 赵金玲 通讯员 黄姿娜）
7 月 9 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在
全区正式启用广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
系统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自 8
月 1 日起，凡在广西行政区域内可以预警
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原
则上通过广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进行发布，预警信息发布代码统一设定为
“12379”。
据了解，广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
统可与各相关单位信息接入与共享，整合了
手机短信、微信、微博、农村大喇叭、电子显
示屏、邮件、传真以及电视、广播等多种信息
发布渠道，基本实现了信息共享“一张图”、
应急指挥“一张网”、信息发布“一键式”。目
前，该系统已建成并在自治区、市、县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试运行。
《通知》明确，广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布系统由各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 设 在 各 级 气 象 部 门) 负 责 运 行、维 护 和 管
理。预警信息发布责任单位应当建立本单
位预警信息安全责任制和预警信息制作、审
核、签发、发布制度，明确预警信息发布的内
容、级别、范围、策略、流程，确保预警信息规
范、及时、准确、权威发布。并对预警信息发
布流程、制做格式和全网短信发布签发规范
等作了要求。

活动内容
抵达夏令营营地——隆安金穗生态园

开营仪式 分发物资、
宣布营地注意事项、
纪律要求
第一天 下午 团队建设 基础团建、
风采展示、
军姿训练

活动地域
卢家大院
军事营地
那乐谷

素质拓展 团队意识的建立、
凝聚力游戏项目体验
晚上 了解红会 红十字会的起源、
意义

营 地

上午 军事技能 单兵作战、
小组作战、
实战演练
第二天 下午 应急救护 创伤救护、
蛇虫咬伤、
中暑处理等技能培训
晚上 励志电影 励志电影赏析，
触发学员情感
第三天

在活动中学会团队合作

武装穿越、行舟技巧让孩子 high 翻天
在此次夏令营活动中，最大的特色是封
闭式锻炼，而且还是游玩的锻炼，真正没有父
母陪伴下的独立成长！
孩子们可以参与“真枪实弹”演练，例如
武装徒步穿越万亩蕉林，晚上还让孩子们在
野外学习搭建帐篷、草地星空露营。
最有意思的是，
夏令营还能教会孩子们如
何使用救生工具、
行舟技巧练习等，
让孩子学会
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技能，
体验不一样的乐趣。

全天 武装徒步

武装徒步穿越万亩蕉林，途中遇袭，战争一触即
发，
各类伤情突发，
应急救护实战演练

那乐谷
营 地
万亩焦林

晚上 安营扎寨 学习搭建帐篷、
草地星空露营

那乐谷

上午 行舟技巧 救生工具使用、
行舟技巧练习
第四天 下午 水上安全 水中突发事故的自救与互救

那泉岛

晚上 水上派对 趣味水上接力赛
上午 舟行天下 皮划艇竞赛
第五天 下午 能工巧匠 自制简易救生工具；
扎筏泅渡
晚上 篝火晚会 围着篝火舞蹈、
才艺展示

那泉岛
营 地

上午 绳索技能 认识高空装备、
学打常用绳结；
绳结考核
第六天 下午 高空挑战 攀岩、
下降的体验，
上升器、
下降器转换

那乐谷
高空素质拓展区

晚上 感恩教育 观看亲情视频、
给家人写一封信
上午 滑索体验 滑索体验；
高空应急救护演练
第七天
下午

大阅兵

应急救护场景模拟大汇演

滑索区
营地

结营仪式 颁发结营证书、
临别赠言

学会团队合作，收获友情
在夏令营中，孩子们离开了原来固定的
社交圈，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夏令营，不仅
能让孩子与其他伙伴共同生活、共同学习，而
且能够通过团体游戏，锻炼孩子与其他人沟
通和交流的能力。通过夏令营设置的项目，
依靠团队的力量，通过自己的努力，体验成功
的喜悦，增强团队意识，提高责任心与集体荣
誉感。
（苏喜琳）

■报名贴士
地点：
隆安县金穗生态园区
招募少年年龄：7~15 岁
费用：2988 元/人；两人团购：2800
元/人（费用包含全程餐饮住宿、园区门
票、训练装备 2 套迷彩服、1 双训练鞋、1
个迷彩水壶，教官执行、场地公众责任

险、个人安全保险）
行程：
7天6晚
首发团日期：
7 月 29 日 每周日发团
成团人数：30 人
联系人：18577191199 苏记者
18577191198 邵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