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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物业公布“踩点”符号提醒防盗
可是民警说，烟台地区还没发现这类符号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孙芳
芳 钟建军) 年关将近，防偷防
盗再次成为市民心头的一件大
事，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物业公
司都会向市民发出提醒。20日上
午，莱山区上海滩花园居民侯先
生致电本报新闻热线6610123反
映，他们小区的防盗提示有些特
别，不光有文字提醒，还有网上热
传的17种“踩点”符号的提醒。

“你看就是这些，我数了下，
一共是17个符号，而且每个符号
都有特定的含义。”在侯先生的指
引下，记者找到了贴在单元楼里
的“防盗提示”。记者看到，在这张
提示上，小区物业公司提醒业主
们年关将至，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对在单元门上、墙体上、自
家门前的墙体上和在周围树上画
有的不明标志的图案，一定要注
意和马上报告公安机关。”告示上
如此写道。除此之外，告示上还列
举着前段时间在网上流传一时的

17种“踩点”符号，其中叉号代表
“计划行动”，长方形代表“容易被
撞见危险”，菱形代表“无人居
住”，还有其他代表“无人防备”、

“单身女性居住”、“不必进入”、
“已经偷过了”等含义的符号。

“随着春节的临近，入室盗窃
案也到了高发期。前段时间我们注
意到了网上公布的一些小偷作案
的踩点符号，就想给业主们做下提
醒。”小区物业公司的孙经理说。

图文并茂的防盗提示也受到了
小区里不少业主的关注。“这些叉、
长方形原来都有道道啊！”“画个叉
就代表计划行动，得赶紧回家看
看！”

那么，这些标志在烟台有没
有出现过？小偷作案有没有留下
特殊的标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
与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一位民警取
得了联系。这位从业近20年的周
警官告诉记者，像这类的标志在
烟台还未出现。

“这17种小偷作案时留下的
标志，从来没有遇见过。”“即便作
案团伙作案前后留有标志，每个
团伙的标志也是不同的，这标志
并不通用。”

格“踩点”符号探源

原是英国小偷所创
记者上网搜索发现，“踩点符

号”流传甚广，最早出现于成都一
家报纸，标题为“成都警方公布17

种盗贼‘踩点符号’”，后由北京晨
报转载火了起来。

然而这些“踩点符号”却身份
尴尬：因为原创不是中国小偷，而
是英国萨里郡的小偷。这些符号
的详细资料在公安大学和刑警学
院里有专门详细的介绍。目的是
用来提醒各地警方注意，国内的
小偷可能采取类似方法作案，值
得警惕防范。

还有网友调侃，如果真留下
这些符号，那小偷真是太愚蠢了。

单元楼墙上贴的防盗告示上有17种“踩点”符号。 孙芳芳 摄

龙口又现“最美”环卫工
通讯员 李春庆 赵杰 本报记者 毛旭松

12月17日早上6点，天气很冷，一名男子因车祸倒在路边，满脸是血。这时，龙口市开发区环卫工人
吕大姐上班路过。天性善良的她没有旁观避让，立马对伤者展开了救助。

看到伤者躺在路边

救助后发现是邻居

17日早上6点，吕芳杰从位于
龙口开发区都康泰路和平六区的
家中步行前往自己负责的保洁路
段。当走到康泰路荣军医院门口
时，她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个头盔，
已经碎成两半，直觉告诉她附近
有人出车祸了，往四周一看，摩托
车零件散落一地，在康泰路东侧
果然有一个人正躺在地上痛苦地
挣扎，满脸都是血。“你家在哪？怎
么联系你家人？”吕芳杰着急地
问。但伤者意识模糊，试图抱住路
旁的一根柱子站起来，但还没有

站定，便又“扑
通”一声仰面
倒了下去。

冬 日 清
晨，天色尚暗，
路 上 行 人 很
少。吕芳杰赶
忙掏出手机给
同样做环卫工
作、正骑自行
车往保洁路段
赶的丈夫郭奎
元打去电话，
让 他 前 来 帮
忙。随后，她又

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大
约五分钟后救护车赶到。伤者200

多斤的体重，夫妻俩根本抬不动，
最后招呼一名路北的行人，最终
夫妻俩、护士、司机、路人五个人
把伤者抬到了救护车上。

擦去伤者脸上的血渍，吕芳
杰这才发现原来伤者正是跟自己
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吕芳杰赶
紧给伤者王丰利的家人打电话。

“丰利出车祸了，赶紧去医院！”吕
芳杰一直陪送着把伤者送到医院
病房，直到伤者家属赶到才离开。

“要不是吕大姐

我可能没命了”

20日下午，在龙口龙矿中心医
院六楼的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王丰
利。刚做完手术的王丰利看上去还
比较虚弱，右腿被厚厚的纱布裹着，
脸部多处创伤，眼眶淤血都成了紫
色。可见车祸撞击时非常猛烈。

据王丰利介绍，那天早上，在
隆基集团上夜班下班的他骑摩托
车由南到北行在康泰路上时，被
对面驶来的一辆车大灯晃了眼，
没有看到停在路边的一辆货车，
便径直撞了上去，撞完后他便感
觉头晕，试图站起来时，腿部的疼
痛让他再次跌倒在地，此后他便
不省人事，包括后来怎么来的医
院他都不知道。

“这么大冷的天，要不是吕大
姐，我的命真不知道能不能保
住。”在病房里，面对这位好邻居，
王丰利感激地说。

吕芳杰救人义举发生后，她
谁也没有告诉。当天早上，在医院
帮着忙活完后，吕芳杰便直接来
到了自己的保洁路段，继续打扫
卫生。直到王丰利的哥哥王丰收
联系到龙口开发区环卫处负责人
表示感谢，她的事迹才传扬开来，
同事纷纷对她竖起了拇指。

20多年的老环卫工

做好事都成了习惯

吕芳杰今年54岁，是一名已
干了20多年的老环卫工。本来她
应该在2010年退休，但刚退了两
天，她又主动来到环卫处，要求继
续干环卫工作。吕芳杰说：“就是
不舍得这份工作，休息那两天，在
家里一看到道路就掉眼泪。”

在做环卫工的20多年里，吕
芳杰尽职尽责，总是把自己负责
的路段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年被
评为先进。工作中，吕芳杰从来不
喊苦不叫累，总是兢兢业业把自
己的工作干好，受到了领导和同
事的一致称赞。

在工作干得出色的同时，
吕芳杰还热心助人，见义勇为。
这已经不是吕芳杰第一次救人
了。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骑
自 行 车 路 过 振 兴 路 一 处 路 段
时，一辆轿车在倒车时将一骑
自行车的妇女撞倒后逃逸，妇
女受伤动弹不得，许多路人经
过此处没有施救，吕芳杰主动
来到近前将其扶起，又帮忙联
系到了她的同事和丈夫，待他
们赶到后才离开。

除此之外，这些年来，经由吕
芳杰捡到的钱包、证件等也已经
不计其数，能找到失主的就自己
找到归还，找不到的便主动上交
单位。

吕芳杰到医院看望伤者病情。 本报记者 李泊
静 摄

宏耐地板维修队好服务赢赞许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侯艳艳
实习生 刘杭慧) 本报与宏耐

地板联合推出的“帮你免费修孤儿
地板”活动正在进行。20日，本报记
者跟随宏耐地板维修队走进3户市
民家庭，进行免费人户检修。

记者首先跟随宏耐地板维修
队来到阜民街周女士家。记者看
到，周女士家中客厅的地板出现了
多处裂缝，较大的缝隙宽近一厘

米，不少缝隙中塞满了灰尘。周女
士说，家中的地板已经铺装了10年，
近几年每到冬天两块地板间的缝
隙就变大，不仅影响了美观，也使
打扫的难度加大。

宏耐地板维修工杜师傅使用
工具合并上地板的缝隙，然后在地
板边缘安上地板专用弹簧。杜师傅
说，安装弹簧后，如果地板再出现热
胀冷缩就不会出现裂缝了。

在蓁山花园王女士家，记者
看到她家的地板也出现了较多缝
隙。维修工杜师傅合并地板缝隙
后进行了打胶处理。虽然维修程
序复杂，但维修工态度十分认真，
这也赢得王女士的连口称赞。

“师傅服务太好了，地板商家
找不到了，这次维修解决了我头
疼好几年的问题。”王女士说，在
她的推荐下，她的一位朋友打算
在新家铺装宏耐地板。“有这么好
的服务，买了地板我们也放心！”

本报现面向芝罘区和莱山区
诚征“孤儿”地板，如果你家的地
板已无法找到原厂商，且面临维
修困境，请致电：18706459765。为
方便维修，报名时请将地板破损
图 片 传 到 邮 箱 ：6 5 1 7 7 8 2 2 6 @
qq.com。本次活动历时3个月，凡
是符合报名条件的市民致电本
报，本报对信息进行汇总后，将一
一入户进行维修。

安装费交上三年

咋还没通“气”
原来有居民不同意管道设计

燃气施工没法进行

本报12月20日讯 (实习生
潘铮 记者 苑菲菲) 燃

气安装费交了3年多，家里却一直
没通上气，莱山区初家小区的部
分居民很着急。咋回事呢？

祁女士是莱山区初家小
区的15号楼1单元的居民，在
2009年7月份新奥燃气公司在
初家小区做宣传的时候，祁女
士便同小区里其他100多户居
民一起交了2652元的燃气安
装费。当时燃气公司方面承诺
在2009年底便能通上气，但一
直到了2010年却没有动静。

到了2010年10月份左右，
燃气表终于开始安装，居民们
本以为这次肯定能很快通燃
气，可表安完一年多，开通燃
气的事却仍旧没影子。

20日上午，记者来到初家
小区。在几栋居民楼的外面已
经安装了黄色的天然气管道。

一位居民告诉记者，燃气公
司2009年施工的时候，要求在室
外设置管道，有居民担心这样一
来会给小偷提供便利，就一直不
同意。此后，燃气公司给管道缠上
了铁刺，这才顺利给几栋居民楼
通上了天然气。但有的居民仍旧
不放心，而对于燃气公司提出的
其他方案也不同意，管道安装的
事就一直耽搁了下来。

“到现在为止只有三四十
户居民用上了燃气，其他七八
十户，还是用液化气。”居民孙
先生说，他当年同意安装天然
气就是因为经济实惠。

“液化气4块多钱一斤，一
个月得用140多块钱，天然气
一吨才2 . 4元。明明交了费用，
可就是安不上，只能干着急。”
不少已经交了安装费的居民
都希望天然气能尽快开通。

记者从新奥燃气公司了
解到，因前期部分居民不同意
在室外设置管道，也不愿意让
管道走室内，这才让施工耽搁
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因为中压
管到低压管这段管道的施工
需要经过绿化带，园林部门不
同意，双方协商又耽搁了一段
时间，天然气开通时间这才一
延再延。而现在仍有50%以上
的居民不同意管道设计，这部
分居民家就没法开通燃气。而
目前，已有部分居民从燃气公
司处要回了交上的安装费。

维修工在维修地板。 侯艳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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