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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饭两条烟就不抢你了
三名劫匪打劫后竟提出条件要“私了”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者
嵇磊 通讯员 朱腾飞) 4 日深

夜，49 岁的成先生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 3 名 20 来岁的劫匪。成先生

在被打后，躲进了一家汽车维修
店。在店老板的调解下，3 名劫匪

竟同意“和解”，条件是请吃 1 顿

饭并买两条烟。

4 日晚上 10 时许，广饶镇颜

徐二村的成先生刚去开发区某厂

送完货物，正驾驶着农用三轮车

往家赶。当他行驶至石大路大营

路口处，突然被 3 名 20 多岁的小
伙子拦住。

其中一名男子喊道：“下车，

把钱掏出来。”成先生见状下车

后就跑。可没跑两步，他就被 3

人追上一顿乱打。成先生称，出

门没带钱，还将外衣的口袋掏出

来给劫匪看。3 名小伙子倒像吃

了哑巴亏，挥拳要再次殴打成先
生。

成先生见状就往路边的一家

汽车维修店跑，3 名小伙也追了过

来。维修店老板在了解情况后，怕
成先生再次被打，就在中间做起

了“和事佬”，对双方进行调解。3

名小伙子竟提出条件，让成先生

请吃 1 顿饭并买两条烟，便放过

成先生。店老板伺机回到里屋报

了警。民警在接到报警后，迅速赶

往现场，但 3 名劫匪已不见踪影。

民警了解完情况后，将成先生送

回了家。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处理中。

每年的 1

月 10 日是 110

宣传日。随着
2011 年 1 月 10

日的即将到来，

记者来到了利
津县公安局利
津派出所，走近
基层 110 民警，

感受他们最为
真实的生活。

110 宣传日即将到来，记者走进乡村 110，感受民警们朴实的执著与无畏

他们用岁月和脚步丈量荣耀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嵇磊 本报通讯员 宋玉国

五个男人撑起天

“110 民警对于大家来说很熟
悉，但是也很陌生。”利津派出所
110 民警李继说，大家都知道有事
找警察，但是警察有多忙却无法想
象，特别是基层民警的工作，每天

巡逻、接警、出警……日复一日。

李继，今年 32 岁，2004 年来到

利津派出所工作，在 110 民警岗位
上已经过了六个多年头了。5 日上

午 8 时许，李继像往常一样在填写
完了交接班记录后准备开始一天的

工作。他说：“平时工作忙，经常加

班，在家住跟住旅馆似的。前几天加

班做报表，老婆干脆来所里陪我到

凌晨 2点多。”

据介绍，利津派出所管辖区

域面积有 133 平方公里，辖区内主

要是农村。民警值班分为主副班，

主班民警要 24 小时在岗，副班民

警要在所里待命，处理日常事务
同时随时准备支援主班民警。利

津派出所的副所长李新民说：“平

日出警也就我们 5 个大男人。”

李新民说，他在 110 民警工作

岗位上已经干了 13 年了，大概三

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所里度过

的，“老警察说起来，那是我的荣

耀。”为了这份“荣耀”，他的家人

也在默默支持。每次李新民回家

吃饭，家里人都要替他提前准备，

担心有突发事件发生。李新民的

妻子用了一句话总结了 110 民警
的生活：大空没有，小空还要提心

吊胆。

“我们是‘管家婆’”

记者翻开一份李新民 2010 年

出警的记录：截止到 2010 年 10 月

份，共出警 1300 多次，其中绝大部
分都是纠纷、救助类。

“晚上值班，经常会遇到走失

的，酒后滋事的，别看我们只是小

民警，管的事可不少，只要是咱辖

区的，咱就得尽心尽力去办！”李

新民笑着说，“车坏了，两口子打

架，报了警，也得去处理，我们就
是‘管家婆’。”

2007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

下着大雪。晚上 8 时许，正在巡逻

的李新民接到指挥中心发来的警

情，一辆北京牌照的轿车在黄河

大桥附近陷进雪里了。李新民立

即赶往黄河大桥，可到了现场根

本找不到出事的轿车，打电话联

系车主，可由于车主是外地的，根

本说不清自己的准确位置。李新
民只能一直与车主保持着通话，

找了 1 个多小时，终于在黄河大

桥以北的黄河大坝附近找到了出

事轿车。

车主见到了赶来的民警后，

不停地抱怨出警速度太慢。李新
民在了解情况后，才知道，车主的

导航发生指示错误，本来想去东

营，导航却指示其在利津下了高

速，把黄河大坝指示为黄河大桥。

由于雪太大，车不小心撞在了路

边的树上。

李新民边安抚车主，边打电

话叫人拖车……终于在次日凌晨
4 时许，轿车被修理厂的拖车拉走

了。第二天，车主来到了派出所找

到了李新明，他竖起了大拇指，夸

道：“你比首都警察都好。”

危难时刻显身手

作为 110 民警，他们也随时面

对着各种未知的危险。李继告诉

记者，“有次一个精神病人打人。

我们赶到他家时，那人正在张牙

舞爪地叫喊着。一看见我，顺势就
拿起一把斧头，冲我就过来了。当

时，心里也是一惊，也害怕。但我
还得壮着胆，大喊：‘你想干什么？

给我放下！’没想到他看到我这阵

势，还真的把斧头扔地上了。”李

继笑了笑说：“其实，当时我心里

也打怵，可是作为民警的我们要
是吓得躲开了，那肯定没有人制

住他了。”

李新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

况。有一天民警接到报警称，在利

津的庄科路口有一个饭店内有人

打架。李新民带着民警赶到了现

场，当时场面很乱，七八个年轻人

都喝多了，拿起东西就砸。见了民

警，其中一个小伙子拿着长木棍

就朝李新民头顶打去，幸好旁边

有个当过兵的同事，抢先一步把

棍子夺了下来。事后仔细一看，

当时木棍子上还有一根五厘米

长的钉子。“当时要真的砸中了，

后果可真不敢想。”李新民说道。

老人外出迷路

民警送其回家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

者 嵇磊 通讯员 马霞

宋星刚) 5 日，一位 60 多岁

老人外出迷路，正好被东营公

安分局巡逻民警遇到，经过多

方联系，民警将其送回了家。

5 日下午 4 时许，东营公

安分局胜利派出所民警在北

一路上巡逻时，发现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站在路边的公交

站牌下，神情十分焦急，民警
便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据
老人说，她忘了回家的路，民

警便将老人带回了派出所。

经过仔细询问，民警根据
老人的姓名上网进行查询，得

知老人家住东营区某村，现与

女儿郭女士同住。由于老太太

忘记了女儿的联系方式，民警
直接驾车将其送回了家。

民警正在用“警务通”处

理警务。

冬季严打开始

仨逃犯被抓获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

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加元)

春节将至，基地分局开展了

冬季严打整治行动。目前，三

名网上逃犯已落入法网。

2010 年 12 月 22 日晚 8

时许，基地分局民警在北一路

口某 KTV 例行盘查时，抓获

网上逃犯张某，并当场缴获仿

真手枪一支。

2010 年 12 月 30 日晚 8

时许，基地分局民警在检查西
二路某商务宾馆时，抓获网上

追逃人员赵某。赵某因贩卖毒

品罪被潍坊市公安局列入网

上追逃，现赵某已移交潍坊警
方。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

时许，基地分局民警接举报
称：在济南路某宾馆入住了一
名网上在逃人员。民警迅速赶

赴现场当场抓获张某，现已将

张某移交东营区公安分局审

理。

轻信网友，一市民掉入陷阱

炒黄金“被交易”损失 9 万多元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者 嵇

磊 通讯员 刘飞 孙飞晓) 听信
炒黄金赚钱快，广饶市民孙女士便在

网友高某的指导下，在某金业公司网

站上开户炒黄金。近日，孙女士查看

账户时，发现高某在 2010 年 12 月份

的某一天内，用该账户进行了 124 次

交易，每次交易都要缴纳一定的费

用，共消耗了账户内 9 万余元。

一直闲赋在家的孙女士经常在

网上 QQ 聊天。2010 年 9 月份，网友

高某多次告诉孙女士炒黄金挺赚钱。

孙女士尝试操纵了高某提供的模拟

炒卖黄金程序，以为炒黄金是个容

易赚钱的方式，便动了心。在高某

的推荐下，孙女士在香港某金业公

司网站上开户炒黄金。可现实中炒

黄金并没有模拟时的那么简单，孙

女士感觉对现实炒卖黄金的流程

很陌生，便在高某的指导下进行开

户、交易等。因此，高某对其账户信

息知道得一清二楚。

2010 年 12 月份以来，孙女士

便发现高某多次私自操纵其账户，

就打电话警告了高某，并更换了密

码。孙女士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就
不断往账户存入资金。近日，当孙

女士再次操作账户时，发现账户资

金亏空了很多，10 万元所剩无几。

查询账号交易情况后，发现高某在

2010 年 12 月份的某一天内，用其

账户进行了 124 次交易，而每次交

易都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因此共损

失了 9 万余元。当孙女士再次拨打

高某电话时，高某已关机，QQ 也不

再上线。于是，孙女士赶紧报了警。

民警表示，孙女士炒黄金的网站

为正规网站，高某可能是通过账户的

二级密码登录账户后，用其账户进行

了交易。

目前，该案件已被立为诈骗案侦

查。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切莫相信网

络、电话等陌生人的鼓动及诱惑，保护

好私人信息的安全。

男子吸毒成瘾

被强制戒毒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

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加元)

一男子吸毒成瘾难以戒除，

被滨海警方多次抓获。日前，

杨某被滨海警方送至山东省

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

制戒毒两年。

2010 年 11 月 7 日，滨海

警方查获一起贩毒案件，抓获

杨某，并被警方刑事拘留一个

月。同年 12 月 23 日，基地分

局科通派出所民警接举报称，

在北一路某酒店有一名涉毒

犯罪嫌疑人入住。民警迅速赶

到现场，将正在吸食毒品的杨

某当场抓获。民警从杨某随身

携带的挎包里搜出 K 粉一

袋，杨某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

第二次被滨海警方刑事拘留。

鉴于杨某恶习不改，依旧
吸毒成瘾，滨海警方决定将杨

某送至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

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