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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逛不买的中年女士

1月18日下午，省城芙蓉街
上一家小杂货店内人头攒动。
前来购物的市民只顾着挑选货
架上的物品，谁也没有注意到
一名身穿黄色面包服、在店内
徘徊多时的中年女士。

“她在杂货店进进出出
好几次了，只逛不买。”泉城
路派出所副所长郑希鹏告诉
记者：当天下午，他们连续接
到三名市民报警，都是在此
杂货店购物时，放在外衣口
袋内的钱包、手机等物品遭
遇贼手。

发现财物丢失后，有两
位市民报警的同时又找杂货
店工作人员查看监控：尽管
两人被盗的东西不一样，但
遭窃前，这名身穿黄色面包
服的中年女士都在他们身边
挤来挤去。

此时，中年女士还在杂货
店内晃悠。当失主和随后赶来
的110民警找到她时，中年女士
却笑着摊摊手：“我这么大年
纪，可能吗？你们看着身上有
吗？”

等在店外的小年轻

民警仔细调取了杂货店的
监控录像，中年女士依旧嫌疑
很大，虽然在她身上并未找到
遭窃市民的手机、钱包。

“她多次出入这里，一是尝
到了甜头，二来应该有人接应，
能将赃物及时转移。”把中年女
士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的同
时，泉城路派出所的民警并未
放弃，而是进一步扩大了调查
的范围和时间。

果然，民警在杂货店1月11
日的监控录像中，又发现了中
年女士的身影。而这一次除了
她，其身边还多了一个身穿黑
色羽绒服的年轻男子。

“擦肩而过的两人看似互
不相识，却一直在用眼神交
流。”副所长郑希鹏“揭秘”：除
此之外，两人的眼神也一直盯
着顾客的外衣口袋看，而非看
货架上的物品。

过了一会儿后，年轻男子
离开了杂货店，而中年女士则
继续待在店里。

事后，民警了解到：年轻男
子主要是在店外接应，年轻男
子将得手的赃物迅速转移。

结伙行窃的母子俩

前期审查，民警得知这名
女子姓高，今年48岁，家住泰
安。十年前，她曾因盗窃被警方
处理过。

民警进一步调取案发现场
周边的监控发现，1月11日和1
月18日，高某两次从泰安来济
乘坐的都是一辆红色轿车，而
司机正是接应她的年轻男子。

2月2日，泉城路派出所的
民警经过多方调查锁定了年轻
男子周洋，并赶赴泰安将其抓
获。

“周洋，今年26岁，无业，一
直在当地打零工，和妻子育有
一名三岁的女儿。”让民警有些
意想不到的是，周洋和高某竟
然是母子俩。

“我们抓获周洋时，他刚和
妻子打了一架，头被妻子扔来
的杯子砸破。”民警告诉记者。
原因就是，周洋的妻子刚得知
女儿的奶奶、爸爸结伙去济南
偷了东西。

重走旧路的母亲

面对民警，母亲高某交代：
2013年，老伴患上了脑血栓，行
动不便，儿子又没有正式工作。
为补贴家用，她交了三万元钱
给中介去马来西亚出国打工，
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被骗。
2014年5月，高某的老伴又查出
患了癌症。欠了十多万元外债
的高某不得不动了“歪念”。可
是高某又考虑：自己一个人干
风险大，又一时找不到别人来

“帮忙”。于是，她就把儿子周洋
“拉”了进来，“她负责在里面
偷，儿子负责在店外接应。每偷
完一次，她就会把赃物迅速交
给外面的儿子，然后再返回故
伎重施。”

1月18日晚，在外接应的周
洋见母亲迟迟不来，独自一人
开车溜回了泰安。途中，他还把
母亲当天偷来的手机扔到了路
边。

经查，母亲高某和儿子周
洋从2014年底至今，在济行窃
三次，案值一万余元。对此，高
某事后也是后悔万分，“自己偷
就偷了，还把儿子也搭了进
去。”

“现在，谁照顾高某患病的
老伴和三岁孙女都成了问题。”
民警说。

4422只只喜喜鹊鹊死死因因成成谜谜
林业部门已介入调查

家里再困难，也不能伸贼手啊

母母子子联联手手行行窃窃，，可可怜怜可可恨恨可可悲悲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戚云
雷） 3日，家住遥墙镇小李家村
的李先生向本报反映，他在村外地
里发现大量死亡的喜鹊，他数了一
下，竟然有42只。看到一下子死了
这么多只喜鹊，李先生着实心疼。
目前，林业部门已介入调查。

据李先生介绍，2日下午，他
出门到离村不远的地里看小麦的
长势，走到自家地头时，他看到有
两个东西在地里，走近一看原来
是喜鹊。但喜鹊却一动不动，李先
生伸手一摸，发现两只喜鹊都死
了。

随后，李先生又陆续发现了
喜鹊尸体，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树
林、草堆和田地里，都是三三两两
死在一起。把捡到的喜鹊尸体放
在一起后，李先生数了一下，死亡
的喜鹊竟然有42只。

“有的喜鹊身上还有体温。”
看到这么多喜鹊死亡，李先生非
常心疼。对于喜鹊的死亡原因，李
先生有自己的猜测。由于捡喜鹊
尸体的时候，他没看到附近有什
么可疑的人，他认为应该不是被
猎杀的。此外，这个季节田里不会
施肥，也不会打农药，所以也不像

是中毒死亡。联想到前几天曾看
到几个少年用弹弓打鸟，他怀疑
这40多只喜鹊是被这几个不懂事
的孩子打死的。

这些喜鹊到底是怎么死的
呢？3日下午，记者联系了遥墙镇
林业站。林业站孙站长表示，他此
前并不知道这件事，由于没有见
到这些喜鹊的尸体，无法判定这
些喜鹊是怎么死的，他将向上级
汇报情况，由上级派工作人员去
现场调查这些喜鹊的死亡原因。

记者查询发现，早在2000年，
国家林业局就出台了《陆生野生

动物保护名录》，明确规定喜鹊是
国家三有(有益、有重要经济和科
学研究价值)野生鸟类，属于保护
动物，禁止随意捕杀。李先生担心，

如此多的喜鹊死亡，恐怕会对小范
围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重视，调查其死亡原
因并采取相关保护措施。

48岁的泰安女子高某在省城芙蓉街一商店行窃，她26
岁的儿子周洋（化名）就在外面接应。2月2日，历下公安泉
城路派出所民警根据群众报警相继抓获了这对行窃的母
子。

文/片 本报记者 尉伟

据民警了解，1月1 8日当天，高
某和儿子周洋在芙蓉街一共作案五
起，可警方至今只接到了三名市民
的报警电话。对此，民警一方面希望
在此遭窃的其他市民能尽快与泉城
路派出所联系，同时也提醒市民：年
关将近，又到了窃贼“找钱过年”的
日子，人流量大的各大商场也是窃
贼惦记的地方，逛街购物要小心三
大“黑手”。

盗窃招数1·调虎离山

作案手法：
多人先后进入档口挑选商品，借

此分散档口员工注意力，盗窃柜台物
品。或将所有员工引离收银柜台，由其
他人员盗窃收银台的手提电脑、现金
等财物。

防盗招数：
商家应始终留守一名柜员监控全

场，收银员绝不能离开收银柜台，店员
闲暇时也不要玩手机，避免顾客进店
时慌乱，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在 关 键 位 置 ( 如 收 银 台 ) 装 监
控，除了震慑窃贼，还能便于事后
调查取证。

盗窃招数2·趁“挤”下手

作案手法：
人挤的地方，市民的注意力容易

分散，警惕性下降。此外，冬天市民穿
的厚，不易察觉小偷的动作。

防盗招数：
如果无缘无故突然被人撞了，而

且还有人上前纠缠，就要小心了，建议
马上检查一下自己的钱物。

财物不放外口袋，外出购物时尽
量不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钱放
在内衣口袋或提包内并护在胸前，证
件和卡类要分开存放。

盗窃招数3·顺手牵羊

作案手法：
不少顾客在试衣服时顺手把拎包

和物品放在柜台和试衣间，犯罪分子
正是利用这一点顺手牵羊。

防盗手法：
挑选商品时要注意周围的人，警

惕和远离那些往人多处挤而不买东
西、专盯顾客口袋、提包，并尾随、贴
靠、碰撞顾客的人。

手提包不离视线，市民外出时
不论任何时候都要将包放在视野
之内。在逛商场试衣服时，要把包
随 身 带 着 。女 士 逛 街 尽 量 斜 挎 小
包，置于身前。

“我现在最担心患病的父亲和三岁的女儿，没人照
顾他们了。”2月2日，在泉城路派出所，记者见到了周
洋，戴着手铐的他捂着脸哽咽道：“我也劝过妈，不能干
违法的事情，可她就是不听”。

记者：你知道母亲曾经因盗窃被警方处理过吗？
周洋：不知道，她也没说过。
记者：第一次来济南时，你母亲告诉你是偷东西

吗？
周洋：没有，她说到芙蓉街来办点儿事，让我在外

面等着。后来，我发现她递给我让我保管的手机不是她
的，就怀疑来路不正了。回家路上，我问她怎么回事，她
才告诉我是偷的。

记者：她说没说为什么要偷？
周洋：她说家里欠了那么多钱，爸又有病，实在没

办法。
记者：你不是还有一辆车吗？为什么不先卖了缓解

一下？
周洋：这车也就值七八万元，还是贷款买的，我妈

的意思先留着，至少我还能用它干黑车拉个活儿，或者
参加婚车队赚钱。1月18日这天，上午我就参加了一个
婚车队接新娘，下午就开车带着妈来芙蓉街了。

记者：你没有劝过你妈吗？
周洋：劝过啊，希望她别干违法的事情，可是她不

听，还说我“家里这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记者：你和母亲怎么分工？
周洋：她负责偷，但具体怎么偷的我不知道，我只

负责在外面接应她，把她偷来的手机拿走。
记者：你和母亲出来偷东西，家里人知道吗？
周洋：一开始家里人不知道。拿回去手机后，我妻

子也曾怀疑过，但我们没说。后来，我得知母亲被抓后，
知道瞒不住了才告诉她，我们俩还为此打了一架。

记者：下一步谁照顾你爸和三岁的女儿？
周洋：所以说，后悔啊，没人照顾他们了……

警方提醒

逛街购物

小心三大“黑手”

在派出所里，被抓获的周洋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对话嫌疑人

“最担心患病的父亲
和三岁的女儿”

李先生在村外捡到的喜鹊尸体。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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