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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万人宣誓：共担禁毒戒毒责任
印小天被聘为“辽宁戒毒形象大使”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王鹏报
道 6月16日，辽宁省司法厅和共青团辽宁省委
在沈阳联合举办“万人禁毒宣誓仪式”暨“‘6·
26’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正式
拉开辽宁省司法行政系统开展“百场禁毒戒毒
宣传活动”的序幕。

影视演员印小天被聘为“辽宁戒毒形象大
使”，印小天表示，想拍摄禁毒题材的影视剧，将
禁毒戒毒宣传最大能力的推广。

近年来，辽宁省司法行政系统大力开展禁
毒戒毒宣传教育活动，省戒毒局联合省禁毒委、
省团委、省教育厅、省疾控中心、省律师协会等
会员单位通过“进商场、进车站、进广场、进部
队、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等多渠道，
开展“百场禁毒戒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齐声

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举行了“辽宁禁毒戒毒宣
传工作队”授旗仪式。著名影视演员印小天被
聘为“辽宁戒毒形象大使”，著名相声演员、编剧
王振华被聘为“辽宁戒毒宣传大使”。

上午10点25分，全省14个分会场宣誓队伍
整齐列队，或在大学礼堂、或在雷锋广场、或在
戒毒场所、或在滨海公园，各分会场通过视频向
主会场报告，印小天带领主会场和分会场广大
师生、警察、群众、戒毒人员等万余人进行“禁毒
宣誓”：“珍爱生命，拒绝毒品；不吸毒、不贩毒、
不制毒、不种毒；自尊自爱，阳光生活；共担禁毒
戒毒责任，共建和谐无毒社会。”

著名影视演员印小天在活动现场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他呼吁每一位家长、每一位老师、每
一位社会工作者应以仁爱之心、宽厚之情关心和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尽一切努力做好预防和减
少毒品对青少年的侵害，保护好我们的明天和未
来，绝不能让毒品断送我们幸福美好的人生。

印小天说：“首先我要感谢辽宁省司法厅、辽
宁省戒毒局对我的信任。我这次得到‘辽宁戒毒
形象大使’这一荣誉十分荣幸，我觉得责任更重
了，在今后要担当起宣传禁毒、戒毒的任务。我
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家人很多在政法系统工
作，从小向往警察这个职业，做梦也没有想到能
得到这一荣誉。今日又恰逢父亲节，会在第一时
间告诉我的父亲，我得到了这个荣誉，作为父亲
节礼物献给他！”

印小天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影视剧中饰演
过刑警队长，但很遗憾没有演过缉毒警察，也希
望以后能参演这种题材的影视剧，把我的职业

做好，演出更多好的作品，正能量的影视剧，凭
借自己最大的能力将禁毒、戒毒工作做好。并
长期地关注辽宁的禁毒戒毒工作。

“刚才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到底该如
何去宣传戒毒工作。刚才我听到4名戒毒学员
的发言感触更深，我会把正能量传递给他们，让
他们美好幸福的生活，也会在我个人微博与这
些人互动，只要他们@我，我一定会第一时间给
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送上祝福。”

据了解，此次启动仪式后，辽宁省戒毒管理
局将展开“禁毒戒毒宣传月”辽宁行公益演出行
动。辽宁戒毒公益演出队到沈阳、大连、鞍山、抚
顺、丹东、铁岭、朝阳等地法治宣传广场进行公益
演出和禁毒戒毒法律知识宣传活动，并发放禁毒
戒毒知识宣传册。

《沈阳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出炉

未来六年 沈阳高新区优化提升三大产业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李娜报

道 未来，沈阳高新区将立足装备制造及科技创
新基础优势，培育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优化提升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
康医疗三大“高新”产业体系，打造要素富集、企
业集聚、协作紧密、创新突出的产业生态，为沈
阳乃至辽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锻造
强大引擎。

日前，沈阳高新区推出《沈阳高新区产业发
展规划》，计划到2025年，沈阳国家高新区营业

总收入达到3000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
元，进入全国高新区 30 强，重归国家高新区第
一梯队。

目前，沈阳高新区建成了智能制造、数字医
疗设备、软件及系统集成等重要的专业园区和
产业基地，培育集聚了一批优势突出的创新型
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去年，沈阳高新区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 112 家，总数达到 338 家，实现两
年翻一番；新增科技小巨人企业 49 家，总数达
到132家；瞪羚企业达到8家，增长60%；获批科

技型中小企业 240 家，为上年的 3.3 倍，新经济
企业主体总量与增速稳居沈阳首位。

未来六年，沈阳高新区将重点发展智能制
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医疗等三大主
导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的提质升级增效，推动
沈阳高新区在全国综合排名中位次继续提升；
到2035年，将沈阳高新区建设成为国之重器的
技术领袖、智能制造的能量中心、创业有成的高
新天地、场景驱动的科技新城。

开车送娃途中妈妈突然眩晕
绝望时孩子喊道“警察叔叔来了”

本报讯 钱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崔晋涛报道“当一辆辆车从我身边绕过、我越
来越绝望时，是这名辅警向我走了过来，那种感
觉就像你掉进深水里，然后，有人向你伸来一只
手，我会记住一辈子。”朝阳的郑女士感慨道。

6 月 12 日 7 时 30 分左右，郑女士开车送儿
子去幼儿园，途中她突然浑身乏力、眼前发黑。
郑女士连忙停车，摇下车窗向路人求救，但是一
辆辆车从身旁经过，没人觉察到她发生了意
外。正当她意识越来越差、近乎绝望时，两名辅
警来到了车前，了解情况后，将车开到路旁，买
来饮料、巧克力，守在车旁等到郑女士的家属到
现场后才默默离开。

昨日，郑女士特意制作了锦旗送给这两名
辅警。

6 月 12 日 7 时 30 分，郑女士一人开车送儿
子去幼儿园，当车辆行驶至朝阳市朝阳大街和
新华路路口附近时，郑女士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顿时眼前发黑、浑身无力。“自己有过眩晕症病
史，估计是老毛病犯了。”郑女士回忆道。

在车流中，郑女士想将车停靠在路旁，但是
身体虚弱的她双手已经没有打方向盘的力气。
凭借尚存的意识，她将车停下，打开车窗，伸出
手臂向路人求救。一辆辆车从她车旁飞驰而
过，没有人意识到郑女士遇到了危险，甚至还有
司机闲她停车碍事，按着喇叭快速超车。

正当郑女士感到无助时，坐在后座上的孩

子喊了一声“妈妈，警察叔叔”！郑女士强睁开
眼睛，看到一名交通辅警向她快速跑了过来。

“我当时虽然头晕、身上没劲儿，趴在方向
盘上，但是心里特别明白。我记得他当时问我，

‘姐，你怎么了，我送你去医院？’我说，‘没事，我
就是眩晕症犯了，还有点低血糖，让我休息一
下，等会儿就能缓过来。’然后，他把我从驾驶室
抱出来放到后车座上，帮我把车开到了路边。”
郑女士说，车停好后，那名辅警又对她说“姐，你
等一会儿，我去给你买点饮料和巧克力，你别着
急。”就在此时，另外一名辅警也来到现场，帮忙
与郑女士的爱人取得了联系。

两名辅警照顾郑女士喝了些饮料、吃了巧克
力，直至郑女士逐渐恢复过来、她的爱人也赶到
现场，才放心离开。“这两名辅警临走时，还叮嘱
我，以后要注意。我当时特别感动，他们担心孩
子哭闹，还一直照料孩子。我想把买东西的钱还
给他们，他们说什么也不要。”郑女士说道。

郑女士经过多方打听得知，这两名辅警是
朝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龙城铁骑二中队辅警赵
晋和申海洋。为了表达谢意，她特意制作了两
面锦旗送给了这两名辅警。“在群众遇到困难的
时候，给予援手，是我们应该做的。”两人表示这
件事并没有什么，是他们应该做的。

男警假扮女网友
引出盗窃嫌疑人

今夜迎降雨 周三再升温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胡婷婷

报道 经历了几乎一周的天气低谷，太阳终于在
周末露了个脸。但 6 月是东北冷涡的活跃期，
一拨降雨刚刚平静，下拨阵雨天气又跟上了。

今明两天，沈城天空仍以多云天气居多，夜
间不排除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外出要

携带好雨具。今日白天多云，最高温25℃，最低
温16℃。明日白天也是多云天气，最高温27℃，
最低温 16℃。北风吹过，略显湿凉。尤其是夜
晚，凉意明显，大家外出要注意添衣。

周三阳光重现，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向30℃
发起进攻，最低温仍然在 17℃左右。周四温度

继续上升，最高温31℃，最低温18℃。周五天空
中又有云，温度略微下降，最高温 28℃，最低温
16℃。

本周末，沈阳也是多云天气，最低温 17℃，
最高温 28℃左右。非常适合外出游玩，提醒大
家外出时注意防晒和补水。

郑女士驾车
途中突然眩晕，两
名辅警悉心照料。

警方执法记
录仪截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
者崔晋涛报道“和我聊了 20 多天的是
你？男警察？”憧憬着和女网友见面的
闫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微信里的女友
竟然是个男人，还是个警察。

昨日，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通过辽阳市警方了解到，一名辽阳县兴
隆镇民警为了抓获入室盗窃嫌疑人，自
己假扮女网友，和对方聊天。5 月 22 日
中午，两人相约见面时，闫某被警方抓
获。

4 月 23 日，正在值班的辽阳县公安
局兴隆镇派出所民警陈湛接到报警电
话，镇里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接到报
案后，陈湛与同事迅速出发赶赴现场。
在案发现场，陈湛与同事向报案人详细
询问了被盗时间、被盗财物等情况，调
取了周边监控视频，并走访了周边群
众，最终确定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人
闫某有重大嫌疑。

陈湛与同事第一时间赶赴嫌疑人
家。经过进一步侦查，发现嫌疑人闫某
常年在外，并不在家居住，而通过现有
技术手段并不能准确得知嫌疑人所在
位置，仅知道其使用过一个微信账号。

无法确认嫌疑人行踪，也无法确认
嫌疑人的联系方式，这使案件侦办进入
了瓶颈。

有一天，陈湛突然想到利用嫌疑人
曾使用过的微信这一唯一线索，自行办
理一个手机卡注册了微信号，并伪装成
女性网友加了嫌疑人为好友。

在刚接触时，闫某戒备心比较强，
询问民警是如何加上他好友的。陈湛
早有准备，事先准备了一些女孩的照
片，放在朋友圈中，还发布了一些面膜
之类的图片，打消闫某的疑虑。

陈湛对闫某说自己是某个医院的
护士，还经常发一些带医院背景的图片
和小视频。“发这些视频和图片的时候
我找人留的背影，在没有医院标志的地
方拍摄，以免造成麻烦。”为了让闫某确
信自己是女孩，陈湛还利用变声软件和
闫某语音聊天，但每次时间都不长。聊
了几句，陈湛便以第二天要上班或是有
事等借口挂掉。

通过 20 多天的交往，闫某对这个
“女”网友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见时
机成熟，陈湛提出了见面，闫某爽快地
答应了要求。

5月 22日中午 12时，陈湛与同事来
到了闫某定位的鞍山市立山区一手机
店旁。“事先闫某在微信里发了自己当
天的穿戴，我一人先到手机店里确认闫
某的位置，然后和同事一起将他抓获。”
陈湛说。

“和我聊了 20 多天的是你？男警
察？”闫某一脸惊愕地望着警察说道，此
时他手中的手机屏保画面还是民警假
扮女网友给其发送的“自拍照”。

经讯问，闫某对其盗窃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闫某已被
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