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到近期，退伍军人仵瑞华才
知道，他被人冒名顶替工作了
23年。

近日，有媒体报道“退伍军人被
冒名顶替工作23年”一事引发舆论关
注。今年47岁的仵瑞华1995年退
伍，现在老家河南郸城县从事装修工
作。2019年10月，郸城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公布了全县退伍军人安置情
况，仵瑞华这才发现，“仵瑞华”在
1996年时被安置了工作。

郸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
责人此前回应，当年只安排了一个叫
仵瑞华的人到宜路镇政府上班，顶替
一事正在调查中。4日，河南郸城县
委宣传部通报，冒名退伍军人“仵瑞
华”接受就业安置的人已停止工作并
接受调查。4日晚，郸城县公安局通
报，冒名顶替“仵瑞华”的人员已被警
方控制，目前询问正在进行中。

身份被顶替
23年后他才知晓

仵瑞华是河南周口郸城县白马
镇仵庄村人，1992年入伍，1995年退
伍。

今年10月，白马镇公布了政府安
置工作退役士兵指导名单。仵瑞华
发现，名单上也有一个叫“仵瑞华”的
人，早在1996年就被安置到宜路镇政
府工作

“1995年，我退伍回乡后，一直跑
民政局问工作的事，他们就一直让我
等。等到1996年还没安置，我就出去
打工了。难道有人顶替了我？”想到
过往，仵瑞华疑窦丛生。

之后，他通过朋友查到了“仵瑞
华”的人事档案。档案上载明，“仵瑞
华”，1979年出生，1992年工作，28年
工龄，进入单位来源为退伍战士，现
职务为高级工，每月工资3489元。

仵瑞华确认这份档案有问题后，
找到了郸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反映，
被告知会展开调查。

12月2日，郸城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相关负责人称，当年只安排了一个
叫“仵瑞华”的人去该县宜路镇政府
上班，仵瑞华被人顶替了。

“是谁操作了顶替一事？档案有
明显问题为何会一路绿灯？将如何

处理弄虚作假者。”针对提问，该负责
人表示，将展开进一步调查。

曾接到电话：
“你给钱还你工作”

宜路镇曾公布过一份通讯录，记

者并未在通讯录上见到“仵瑞华”的
名字。多名工作人员称：“他欠了银
行的钱，好久没来上班了。”

宜路镇党委书记谢付军称，“仵
瑞华”确实在镇政府上班，“是干部还
是一般工作人员，我不知道，我2016
年来的，具体情况要问组织委员。”

宜路镇组织委员何志介绍，“仵
瑞华”是镇政府一般工作人员，其妻
是该镇班子成员，职务为副主任科
员，分管组织和人事。

谢付军和何志均称，他们不知道
“仵瑞华”涉嫌顶替他人一事。

仵瑞华表示，顶替事件被媒体曝
光后，自己曾接到了一个中间人的电
话，中间人说：“给‘仵瑞华’一笔钱，
你来上班，手续都给你办得好好的。
就等于你花一笔钱，把养老问题解决
好了，有退休金拿多好，找记者反映
干什么？”

听到这些，仵瑞华气不打一处
来：“冒了我的名，改变了我人生，我
不找他要赔偿，还找我要钱，这是什
么道理？”

媒体多次联系冒名的“仵瑞华”
及其妻子，均未联系上。

顶替者何在？
已被警方控制

12月4日，郸城县县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齐长海表示，县委已成立由纪委
监委、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组成的联
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将一查到底。

郸城官方随后发布通报称，目前，
冒名顶替者已停止工作并接受调查。

郸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刘洋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
查此事。

12月 4日晚，郸城县公安局通
报，冒名顶替的“仵瑞华”已被警方控
制在郸城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
办案人员称，受郸城县纪委委托，由
公安机关对“仵瑞华”进行询问，目前
询问正在进行中。
综合央视、《北京青年报》、澎湃新闻等

张宏飞，1969 年生，河北
省行唐县人。1986 年参加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90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
退伍，1991年参加公安工作，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一大队三中队任民警，二
级警司。

1996年 9月4日，张宏飞带领
民警执行打击盗窃现行案犯任务
时，面对持刀歹徒毫不畏惧，与其展
开搏斗，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27
岁。1996年9月11日，张宏飞被追
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
号。

1996年 9月4日，张宏飞和战
友一起到街上打击现行犯罪，巡逻
时，发现几名嫌疑人正在盗窃，张宏
飞和战友们立即追上前去，嫌疑人
见状四散逃跑，民警们也分成几组，
向不同方向追去。

张宏飞紧紧追在一名嫌疑人后
面，眼看就要抓住嫌疑人了，突然，
嫌疑人回过身，拿着刀冲着张宏飞
的胸部刺去，鲜血瞬间喷涌而出，张
宏飞依然忍着剧痛紧追不舍，在追
出十余米远后，终因失血过多倒在
地上。

张宏飞勇斗持刀歹徒被刺伤的
消息迅速在市民中传开，在救治张
宏飞的医院里，数百名前来献血的
市民排起了长队。遗憾的是，张宏
飞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

张宏飞1991年参加公安工作
以来，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
务，严格要求自己，在侦查破案中不
怕牺牲，冲锋在前，几年来共破获各
类案件 37起，抓获违法犯罪分子
124名，救助遇险群众12名，为打击
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作出
了突出贡献。曾先后2次荣立个人
三等功，1次受嘉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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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飞：
勇斗持刀歹徒壮烈牺牲

吴 国 良 ，山 东 沾 化 人 ，
1994年入伍至原济南军区某
师机炮连。1996年8月5日，
他为营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献出了年仅22岁的生命。

“爱国首先要爱军，爱军首先要
爱岗。”这是吴国良的人生信条。

炮兵连第一次投弹训练时，吴
国良只投了25米。他找班长请教秘
诀。班长告诉他，只有两个字：苦
练。从此，他每天投弹50枚，挥臂练
习500次，挥臂时还用背包带把胳
膊绑到树上。胳膊练肿了，他咬着
牙坚持。到实弹投掷时，他一下子
甩出了52米。

连队进行400米障碍训练，吴
国良最初成绩不及格。他暗暗憋足
劲儿苦练，终于在全团考核时，成绩
达到了优秀。

之后，吴国良被分配做炮车司
机。按说，他只要开好车就行了，可
他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一定要争当
全能炮手。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
中，他先后6次代表连队参赛，每次
都获得好成绩。

吴国良牺牲前一个月，因母亲
重病，连里批准他探亲。但他听说
连队要到外地驻训，主动推迟了假
期。10天后，他又接到母亲病情加
重的电报，他听说连队要参加抗洪，
就把电报揣进兜里。

吴国良在一封没来得及发出的
信中写道：“母亲有病，我很挂念，但
部队要执行抗洪抢险任务，这时候
我不能离开连队，等执行任务回来
后，再回去看望母亲，原谅儿子的不
孝。”

那天，官兵们赶到驻地附近河
南省获嘉县的抗洪现场，只见八九
百米外的冯村砖瓦厂浸没在一片汪
洋的急流之中，被困的76名民工望
眼欲穿，呼救声不时传来。吴国良
喊了一声“我去救人”，抓起一根绳
子就跳下激流，向遇险民工游去，由
于水深流急，加上水中庄稼枝叶的
缠绕，一下子被卷进激流……

吴国良牺牲后，原济南军区授
予他“追求高尚人生的好战士”荣誉
称号，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授予他

“舍己为人的英雄战士”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

吴国良：
舍己为人的英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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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珍珠港海军船厂
发生枪击事件3人死亡

新华社洛杉矶12月 5日电 美
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船厂4日发生
枪击事件，一名美国海军水手开枪
打死2名平民，打伤一人，随后开枪
自尽。

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
2时 30分左右，一名来自“哥伦比
亚”号攻击核潜艇的水手在2号干船
坞附近向3名船厂男性平民雇员开
枪，其中2人在送往医院后不治身
亡，另一人目前伤势稳定。船厂在
枪击事件发生后被封锁近一个半小
时。

日，湖南衡阳境内发生的一起高
速公路“天价施救”事件引发社
会关注。

安徽人刘言芝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上月跑的一趟车却让他吃了大亏。

2019年11月，刘言芝接到一笔订
单，客户让他从江苏省无锡市拉一台大
型风力发电设备去广西。2019年11
月18日下午5点，当他经过潭衡高速雨
母山服务区时，由于路面有基坑，导致
车辆颠簸，拖挂车的大梁断裂，车子只
好停在路旁，等待救援。

拨打高速救援官方电话，却等来了
“来路不明”的湖南贺氏吊装公司，其工
作人员以协助救援为名开价20万元。
刘某虽未接受吊装服务，仍被索要数万
元，不同意给钱的刘某被围困数日。

记者5日从湖南省有关部门获悉，
涉事吊装公司系由路政工作人员私自
联系，该公司已有两人因涉嫌强迫交易
罪被刑事拘留。

“天价”施救费

2019年11月18日下午5点许，潭
衡高速雨母山服务区出口400米处，刘
言芝的大货车就在此出现了故障。

随即，刘言芝报警。施救人员赶至
现场后，在车辆后方摆放了数十个反光
锥，同时刘言芝也通知了远在江苏的维
修工连夜赶往现场抢修。

在此过程中，刘言芝记得，尽管自
己言明，已通知人来修理即可，不需要
吊装。但仍有现场施救人员对其软硬
兼施，要求他必须签订一份吊装协议，
声称签订协议是8万元，不签订协议是
20万元。在此情形下，刘言芝只得签字
画押，至于协议内容，他不得而知。接
着，施救队通知了与其合作的吊装车队
到场等候。

湖南贺氏吊装公司现场负责人罗
富民说，刘言芝的维修工在19日赶到现
场，当天下午3点，经确认，修理工可以
将车焊接好，当天下午5点，他们的吊装

车队撤走。20日凌晨1时许，大货车被
修好。

20日，刘言芝与救援队签订了救援
协议，并支付了8500元服务费用，协议
落款为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镇潭衡高
速邦日施救站。对方未向刘言芝提供
发票。

大货车被滞留7天

车子修好了，还是不能走，原因是
吊车的费用还没给。

依照吊装协议，刘言芝被吊装车队
要求付费5.9万元，并且对方向自己出
示收费清单，单据中罗列了收费项目及
价格。收费清单显示，吊装车队开往现
场的车辆共有5台，其中吊车2台，后八
轮拖车2台。8小时为一个班次，合计
5.9万元。

刘言芝认为，自己仅仅叫了事故救
援，没有叫吊装车队，并且所谓的吊装
协议也是违背意愿签订的，这个过程
中，吊装车队仅仅在服务区等待，没有
开展工作。对于这笔费用，他不认可。

“我们的车辆在服务区足足等了20
个小时，动车子就会产生费用，大家都
是知道的。”11月27日，罗富民却有不
同看法。

罗富民声称，吊装车队是高速公路
救援队的合作单位，救援队自己没有这
样的大型救援设备。罗富民自称，他们
是在18日接到救援队电话通知上高速
救援，“签了一个8万块钱的吊装合同。”

一方不认可吊装协议，不愿意付

钱；另一方称在服务区等待20小时未收
到相应报酬，双方产生矛盾。在刘言芝
的大货车修好后，没有收到报酬的罗富
民采用前后两车加塞的方式让刘言芝
的货车无法进退。

直到2019年11月27日晚上11时
许，大货车方才放行。此时，距离刘言
芝开上潭衡高速足足过了7日。

3名路政工作人员停职
在潭衡高速衡南服务区滞留的7天

里，刘言芝表示先后向多个单位求助，
无一例外，均没有收到有效回复，直到
11月27日该事件被曝光。

11月28日，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公司新闻宣传中心通过公众号“湖
南高速公路”通报称，他们已经注意到

网友曝光的衡阳境内发生的高速公路
施救强迫服务“天价”收费事件，集团公
司高度重视，并且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
开展调查，如查实我公司人员在该事件
中有违纪违规行为，将严肃处理，绝不
姑息。

11月30日，“湖南高速公路”再次
通报，11月29日上午，集团公司党委在
听取调查组初步调查情况后，责成集团
公司湘潭管理处从严从快处置。当日，
湘潭管理处对该事件负有监管责任的
蒸湘路政大队3名路政人员尹某、肖某、
邓某采取停职措施，进行专项调查。

罗富民介绍，他们总共收到了3万
元佣金。“其中，刘言芝微信转来了2000
元，我们给他开了发票，另外，救援队负
责人转了剩下的2.8万元。”

湖南高速“天价施救”事件：

涉事公司两人
涉嫌强迫交易罪被刑拘

近

12月初，仵瑞华本人到郸城县宜路镇政府寻找冒名顶替者。

记者了解到，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与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已对此
事开展联合调查。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接到施救指令
后，该路段当时值班工作人员肖某，严
重违反湖南省有关高速公路车辆救援
制度规定的流程和价格标准，私自联系
没有签订高速公路救援合同、没有协作
关系的湖南贺氏吊装公司进入现场施

救。
记者5日下午从湖南省公安机关

获悉，公安机关已经对湖南贺氏吊装公
司以涉嫌强迫交易罪立案侦查，对媒体
反映的民警辅警出警过程中的问题进
行调查。目前，湖南贺氏吊装公司员工
罗某、业务联系人杨某因涉嫌强迫交易
罪被刑事拘留。

综合新华社、央视、上游新闻等

初步调查结果出炉：
公安机关对湖南贺氏吊装公司
以涉嫌强迫交易罪立案侦查

退伍军人被人顶替工作23年
河南郸城县公安局:
冒名者已被警方控制

刘师傅的货车，被前后两辆车堵住不予放行。图据央视

湖南贺氏吊装车队出具的手写“天
价”收费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