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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偷了了钱钱藏藏草草丛丛，，找找不不到到求求助助警警察察
这小偷有前科，再次行窃被抓现行；昨日，他已被刑拘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郭晓辉 张
通 ) 前科男子魏某进酒店盗
窃了 3 0 0 0 元现金，为安全起
见，他将其中的2000元藏在了
草丛里，等回头找寻时，发现钱
不见了。为了 2000元钱，魏某
豁了出去，报警求助。当他再次
伸贼手时，民警将其当场抓获。
14日，因涉嫌盗窃罪，魏某已被
刑事拘留。

13日 9时许，一名自称魏
某的男子报警求助，自己放置
于桃园街道某酒店附近草丛中
的2000元现金找不到了。桃园
边防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向
魏某了解了情况后，根据其描
述的藏钱地址，民警与魏某一

同寻找，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当天中午12时许，民警接

到辖区某酒店工作人员报警，
称员工下班时发现 3000 元现
金和一串柜台的钥匙不见了。
民警赶到酒店，调取了监控录
像。监控录像显示，前一天 2 3
时许，一名年轻男子来到了酒
店的前台，四处查看发现无人
之际，男子走近前台翻找物品，
从其中一件工作服中偷走了
3000元现金。之后，男子又翻
找到了一把钥匙，准备再伺机
行窃，后醒觉有异常，便匆忙离
开。经仔细辨认，民警发现行窃
男子正是丢钱男子魏某，但此
时的魏某已不知了去向。

通过分析，民警认为魏某

很有可能再次作案，于是民警
与酒店保安分成两批，在酒店
附近蹲守。当晚 20 时许，魏某
果然再次现身于酒店内，民警
发现目标，追随其进入酒店。在
酒店洗浴中心，当魏某下手盗
窃了两双女士高跟鞋时，民警
和酒店保安当场将其抓获归
案。

魏某交代，他从江苏昆山
来到荣成，当时脚上穿着一双
单鞋，由于石岛天气有些阴冷，
就产生了偷鞋的念头。至于为
何“钟情”女士高跟鞋，魏某解
释当时盗窃时不知情，两双女
士高跟鞋装在袋子里，当时并
未看清。同时，魏某对进入酒店
前台盗窃 3000 元现金和一把

钥匙的事实供认不讳。
得手后，魏某在酒店内消

费，“觉得把这么多钱放在身
上不安全”，他把剩下的 2000
元钱藏在了酒店附近的草丛
里。次日，当魏某再次来到草
丛找钱时，发现找不到了。为
了能挽回损失，魏某大胆地报
警求助。

经查，24岁的魏某是陕西
咸阳人，曾有过“前科”。今年4
月5日，因盗窃被江苏警方行政
拘留，9日予以释放。在返回陕
西老家的途中，魏某“偶遇”一
份船员的工作，就转战到了石
岛。据魏某交代，在来威海的火
车上，他还盗窃了一部“苹果
4S”手机和1000元现金。

乘客拼车丢衣服

民警查监控找回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张杰 ) 杨先生从
烟台拼车到威海，匆忙下车落下
了一件数千元的大衣。只根据

“一辆黑色的车”为线索，民警调
取监控录像，最终找到了车主，
帮杨先生找回了衣服。

12日16时许，新疆人杨先生
从烟台机场下飞机，后与一名陌
生乘客拼车到了威海。到了北海
收费站，因匆忙下车离开，杨先
生竟将自己的大衣遗忘在车辆
后备箱内。由于大衣价值数千
元，杨先生无奈报警求助。

初村边防派出所民警了解
到，杨先生因生意关系经常往返
于新疆和威海之间。据杨先生介
绍，他当天乘坐的是一辆越野
车。根据该线索，民警查看监控
并未发现其所说的车辆。之后，
杨先生仔细回想，自称因着急匆
忙，记不清车辆型号，只能确认
是一辆黑色车。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查找，民
警最终找到了杨先生乘坐的一
辆黑色本田轿车。之后，通过车
辆登记信息，民警查询到车主的
联系方式，并与之取得了联系，
顺利将衣服归还给了杨先生。

消消防防队队添添新新““战战车车””
本报4月14日(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林洁 刘晓华) 为
提升城市灭火救援力量，威海市
消防支队购置了 7辆城市主战
消防车，新型消防车在水炮的射
程上有较大提升，以柴油为燃料
的消防车加装了尿素箱，更加注
重环保。

14日，在环翠消防大队北
山路中队和高区消防大队吉林
路中队，新型消防战车已经被编
排进车队。据北山路中队驾驶员
崔乾介绍，新购消防车为进口的
斯堪尼亚消防车，该车后尾部的
水泵为进口设备，可载水 3 . 5
吨、泡沫1 . 5吨，该车具有牵引、
照明、灭火及抢险救援等功能。

在该车车顶位置，有一盏可
升高10米的照明灯，夜晚的照

明范围大约为半个标准足球场
大小，车内有一台专门为其发电
的汽油发电机。水炮也安置在车
顶位置，消防官兵可以用遥控器
控制水炮射出水柱的方向和压
力，新车的射程较之前有了较大
提升。

崔乾介绍，该车还是自动
挡，以柴油为燃料，车身还加装
了尿素箱，更加注重环保，同时
有防静电和防爆等装置，在进入
加油站等火灾场地时更加安全。

驾驶室和后排座位分割，后
排座位又分为两排，可以乘坐8
名消防战士，每个座位上还配置
了安装空气呼吸器装置，可有效
利用空间，消防战士在接到出警
任务后，可在消防车内装备好消
防器材，更加节约时间。

从警20年，他投身交警已有13年；每天24个小时，他工作时长却达13个小
时；身为“老”交警，他依然奋战在一线。他，就是周晓毅，现任威海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周晓毅是平凡交警的代表。作为城市交通的管理者和守护者，众多交警和
周晓毅一样，活跃在城市道路当中，守护着出行者的安全。他们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奉献了一己之力，也以身作则带动交通参与者共创文明交通。

1133年年，，他他一一直直坚坚守守在在马马路路上上
指挥城市畅通，守护交通安全，他是马路上“最可爱的人”

▲新车后排有8个座位，每个座位都配备了空气呼吸器装置。
记者 王震 摄

葬 大到救命，小到推车“这些都不是个事儿”

去年3月20日，一名男婴食
物中毒，家长带着孩子从经区
打车赶往市立医院。当时是17
时50分，正值晚交通高峰期。交
警支队接到求助后，立即安排
路面交警护送。

周晓毅驾驶警车沿途“清
路”，一边催促其他车辆让行，
一边用对讲机把路况通报给前
方路口执勤民警。此后，周晓毅
驾警车带着出租车一路前行，
或在右转道上左拐，或轧着路

牙石往前跑。从骨科医院到市
立医院有7个路口，“就遇上一
个绿灯，其它的都闯了。”3 .5公
里的路程，只用了约4分钟，为
抢救男婴赢得宝贵的时间。

在路上，遇到啥事他都得
管一管。一天晚上，在世昌大道
上，周晓毅发现一辆轿车打着
双闪停在路边。司机是位女士，
急着赶往烟台，车辆爆胎却又
不会更换轮胎。周晓毅二话没
说，喊来两名同事，帮忙换胎。

“换车胎还不算多，推车就
是家常便饭了，特别是遇到了
雨雪天。”4月13日16时20分
许，在少年路，一辆皮卡车停在
路边，车头前方漏了一地的机
油。周晓毅赶了过来，检查一番
后确认该车的油路系统出现了
故障。周晓毅联系了附近执勤
的协警高琪，两人合力把皮卡
车推离主干道，把车辆安置好。

周晓毅却说：“这些都不是
个事儿，应该做的。”

葬 铁面无私的交警 执法也很人性化

人民警察作为一个特殊
的职业，要做到执法不阿、铁
面无私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然
而，人性化执法作为一种新的
执法理念，文明执法越来越受
重视。

去年8月20日，在西北山
路，一辆安徽籍的旅游大巴车
在倒车过程中压碎了井盖，车
轮深陷井盖出不来，车内有众
多安徽游客。为不耽误游客的

行程，司机拨打110求助。
周晓毅第一时间联系了

救援公司前来，约20分钟后，
拖车将陷入井盖内的旅游大
巴给拖了出来，未收取任何费
用。为保证不耽搁游客的行
程，周晓毅启用了“快处”程
序，未扣押车辆，也未扣押证
件，而是给大巴司机开具了道
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单。

去年11月5日，市民杜先

生将车停放在潍县街。半小时
后，杜先生发现交警正贴“罚
单”。杜先生取下“罚单”后发
现“罚单”跟以前的罚单不一
样。这张“罚单”名为《违法停
车告知书》，被贴“告知书”的
车主既不被记分也不被罚款。

一大队管辖中心城区，整
治停车秩序属重点工作，一大
队在辖区各社区挖掘出3000
多个停车位解决停车问题。

葬 13个年头，是他守在路上的时间
13个小时，是他每天工作的时长

今年42岁的周晓毅从警20年，
现任威海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一中
队中队长。起初，周晓毅是一名巡警。
2002年因工作需要，他转入交警，如
今已经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服务了13
年有余。作为一名“老”交警，周晓毅
扎根基层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作为城市交通的管理者和守护
者，周晓毅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常
人的8小时工作制。6点10分，到队里
吃早饭；6点40分，集合安排当天的
工作；7点整，准时上路执勤；18点-
19点，离岗。从早晨6点到晚上7点，
一天的工作时长达到13个小时，这

还不算加班、值班和夜查。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这几个相对固定的时间
点，也仿佛成为了周晓毅这13年来
不变的“生物钟”。

“我们的民警都是自发地加班加
点，我们若不加班，市民的回家路就
堵了。”交警一大队副大队长张建政
说，多年来，一大队自发地形成了一
种勤恳务实的工作作风，他们深知担
子有多重，责任就有多大。

作为一大队交警队伍的普通一
员，周晓毅不过是一个平凡交警的代
表，是威海交警的一个缩影。众多的

“周晓毅”们兢兢业业地守护在每个
路口、每处路段。

▲周晓毅和协警高琪一同将车辆推走。

近期，乳山市供电公司以春
检为契机，检查重点是变电站的
保护压板、指示仪表校验周期、安
全工器具规范化管理、设备巡视
记录及缺陷处理情况，及线路存
在的安全隐患。

通讯员 于京洲 孙颖超

本报记者 孙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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