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5日讯 7天前，因为两百元钱
和一台廉价手机，刘姣（音）在三泰街28号杰
杰通讯店门前点燃了一枚自制土炸弹（详见
本报2月9日A05版），好在老板夫妻俩躲避及
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今天，记者从长沙警
方证实， 制造这一案件的嫌疑人刘姣已于今
日凌晨落网。

街坊路过就问，“人抓到了吗？”
“往杰杰通讯店丢土炸弹的那个年轻人

被警察抓到了！”今天上午，这个消息在长沙
三泰街的街坊邻居中传开了。

房顶炸塌的扣板被恢复了原状， 碎了一
半的玻璃柜台也换成了新的， 易老板的生意
一如往常，这7天来每当街坊从门前经过都会
问一句“人抓到了吗？”

“想想还是很后怕的，要是我老婆不把我
拖进店里，要是爆炸时有人从旁边经过，事情
就不会像现在说起来这么轻松了。”得知刘姣
被抓获的易老板长出了一口气， 按民警的要
求， 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对店面的损失进行
了清点：大概在6000元左右。目前清单已交送
派出所。“这期间我也很想知道有什么进展，接
过两个办案民警打来的电话，说发现刘姣的消
息要马上通知他们，我们两口子就轮流守在店
里，生怕漏掉线索。”

事发两天后，嫌疑人叔叔约吃饭
“我也是看在和刘姣的叔叔很熟的份上

才借钱给他， 没想到会引发后面这么多事
情。”易老板告诉记者，事发两天后，他接到了
刘姣叔叔的电话，“他说想约我吃饭说说他侄
子的这个事情， 我就和他约了当天晚上见
面。”易老板说，其实在打这通电话时，刘姣的
叔叔就在杰杰通讯店对面的一家饭店里，挂
断电话才十几分钟， 民警就赶了过来将其带
到派出所问话，“民警问了他一些刘姣的情况
后就让他走了，之后也没有再联系我。”

记者随后从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区分局获
悉，嫌疑人的确在今日凌晨已经落网。目前，
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正在对嫌疑人进行审讯，
警方对于具体案情的通报将于2月16日上午
发布，本报也将继续跟踪报道。 ■记者 黄磊

本报2月15日讯“用空包作掩护，偷偷
将手伸入身旁公交车乘客的口袋或挎包里。
手指轻轻一捏，背包拉链就从中间打开了。 ”
今日上午， 几名聋哑人扒手在手语老师的帮
助下，向民警交代了作案手法和过程。民警提
醒，小偷作案时大多是通过眼神交流，如果有
人在你身边挤眉弄眼，就要小心扒手了。

2月14日正值西方情人节，城区不少路
段交通管制，公交客流量随之加大。

“人多拥挤，是扒手作案的最好时机。”
上午8点，便衣反扒民警欧阳卫平在湘雅三
医院公交站台附近， 发现了3名可疑男女。
3人登上一辆913路公交车， 乘坐了两站路
在六沟垄公交站下车， 换乘开往火车站的

118路公交车。
“换乘表示没有得手，得手肯定会迅速

下车，分散离开。”当118路公交车在橘子洲
大桥西公交站停车，3人下车离开， 被欧阳
卫平及同事拦下。

嫌疑人严科平、葛维东、李雪玲都是聋
哑人，严科平腰带里藏着一个钱包，李雪玲
挎包里藏着另外一个钱包，都是偷来的，里
面现金共计1600元。

“3个人都是正规的聋哑人专科学校毕
业的，手语十分标准。”在手语老师的帮助
下，嫌疑人向民警交代了作案手法和过程。

目前，3名聋哑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肖倩

本报2月15日讯 今起至5月15日，
长沙警方集中打击地下“六合彩”。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地毯式清查，严厉整治写
单、“买码”等公开“议码”、“买码”活动，
打击庄家、上线等地下“六合彩”赌博活
动组织者、经营者、幕后获利者。市民发
现关于地下“六合彩”的违法犯罪线索，
可以拨打110或0731-84782000举报。

长沙市公安局局长李介德表示，对
地下“六合彩”幕后经营老板、庄家、写
单人员及团伙骨干成员一律依法刑拘，

对参赌人员、贩卖码书码报人员一律依
法行政拘留、教育训诫，对所有违法所
得一律依法追缴， 确保人不归案不放
过，打击处理不到位不放过，违法所得
不追回不放过。

此外，长沙将对地下“六合彩”赌博
活动泛滥的乡镇、街道，实行挂牌整治、
黄牌警告、一票否决。对于没有及时发
现、查处、报告的责任单位和责任民警，
警方将作责任倒查。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周璐

老板天天询问，“爆”徒凌晨落网

巴士上有人对你挤眉弄眼
不是玩暧昧，可能是扒手
长沙警方抓获一公交车聋哑扒窃团伙

长沙地毯式清查
地下“六合彩”
市民举报请拨
110或0731-84782000

据这个聋哑扒窃团伙交代，
他们最拿手的一招就是捏拉链。
年轻人喜欢背长拉链挎包，一般
认为护住拉链头就能防盗。实际
上，随意用手指轻轻一捏，拉链
就会从中间打开。

“身边有人挤眉弄眼， 或者
总有一个大包在自己身上蹭，就
要看紧钱包手机了。” 反扒民警
提醒，乘车时财物最好放在视线
范围内，“把包背在胸前或搂在
怀里更靠谱。”

反扒小贴士

护住挎包拉链头
不一定防盗

同伙锁定“目标”准备动手，一旁
的女孩毫无觉察。

李雪玲挤入车厢人多的地方，车
内监控摄像头一时难以“发现”。

确认同伙已从后门上车后， 嫌疑
人李雪玲也准备上车。

甜蜜过后 莫让情人节变“情人劫”
专家称，情人节后的一两个月将迎来又一个人流高峰

本报讯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 2.14
情人节的段子：昨天，213，爱要散；今天，214，
爱要死；明天，215，爱要无；后天，216，爱要溜；
大后天，217，爱要弃……刚刚过去的西方传统
的情人节，几乎是所有年轻人都热衷参与的节
日，在这个浪漫甜蜜的日子里，情侣夫妻们都
会趁机亲密一番，但在享受乐趣之余，意外怀
孕也紧跟而来，让众多女性感到异常烦恼。 省
武警医院妇产科张炯教授表示，情人节后意外
怀孕如果解决不当，可能会让情人节变成“情
人劫”。

人流成情人节后遗症，性知识贫乏成祸首
在情人节的特殊氛围里，冲动式的性行为

会激增，是一年中一夜情最高发的一天，这便
造就了每年情人节后的“堕胎月”。有统计数据
显示，在情人节后的一到两个月里，人流患者
数量明显激增，基本是 30岁前的年轻女性，而
近一两年内，有明显年轻化趋势！

省武警医院妇产科张炯教授指出，出现这
一现象的关键在于青少年性知识的贫乏。这些
偷吃禁果的少男少女，几乎不采取任何避孕措
施，也不清楚流产对女性身体的伤害，甚至把
流产当成常规的避孕方式。 而随着青少年成
熟期的提前和社会观念的日益开放，青少年性

行为和少女意外怀孕的发生率明显上升，已成
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 张炯教授认为，
性教育是青春期教育的核心，面对青少年性行
为和少女怀孕问题，家长一定要以正确的态度
来看待，多与孩子们沟通，发现孩子有什么顾
虑和不正常的行为， 一定要及时进行引导，并
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就医。

了解早孕知识，把握最佳人流时间
据了解，每年节后来到省武警医院要求流

产的女性朋友， 有不少错过了人流的最佳时
期，其中孕龄最长的准妈妈已经怀孕 24周，而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女性朋友缺乏基
本的早孕常识。 张炯教授介绍说，一般的早孕
反应有以下表现： 平时月经规则的情况下，突
然停经超过 10天以上；胸闷、乳房肿大、胀痛
7至 10天以上；轻者厌食、恶心、重者呕吐；疲
倦、发冷、类似感冒症状；下腹部轻微胀痛不
适；自己用验孕棒验尿呈 2条红线。 女性朋友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可信赖的正
规公立医院进一步确诊。

张炯教授进一步指出， 怀孕后的 35-50
天是人流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个时候胎儿和胎
盘还没有形成，人流手术时出血少，手术时间
短，术后身体恢复也快，对身体影响小。如果怀

孕时间太短，因为胚胎刚发育，在子宫内还比
较小，不容易被检测到，这个时间进行人流手
术，会造成空吸、漏吸等情况的发生，最终导致
人流手术的失败或流产不全。 另一方面，如果
怀孕超过了 70天，会增加手术的难度，因为此
时孕囊的体积变大，手术时很容易给身体造成
伤害，术后身体恢复的时间长，术后出现感染
的几率会加大。 因此，暂时没有生育计划的女
性朋友，一定要及时发现早孕症状，把握最佳
的人流时间。

超导可视无痛人流，将伤害降至最低
不论是人工流产，还是药物流产，对女性

来说，都是一场无妄之灾，尤其传统的人流手
术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给女性身体健康带来多
重危害。张炯教授介绍说，不当的人流手术，容
易造成流产不全、子宫穿孔等，甚至可能危及
生命或导致不孕。因此，发生意外怀孕后，一定
要选择一种合适的人流方式。

为此，张炯教授推荐一种“绿色”人流技
术———超导可视无痛人流术。 据介绍，超导可
视无痛人流技术是目前临床运用多年的成熟
技术，是最规范、安全系数最高的终止意外怀
孕手术。 该技术是在计算机全程可监控 B超
引导定位下实施的无痛人工流产术。手术过程

中实施短效静脉麻醉，减少了患者紧张不安的
心情，同时医生在可视状态下进行，有效避免
盲目操作，能快速、准确地摘除“孕囊”，从而确
保手术安全、无痛、彻底，无不良后遗症。

■劲佳 通讯员 杨娟

相关链接：
网上、电话咨询平台提前预约，

方便更快捷！
由于情人节撞上春节， 各个医院将迎来又

一个人流手术高峰，为了避免过分拥挤、排队等
候等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张炯教授建议打算
人流的女性朋友， 通过预约热线（0731）8888�
3318或者网上咨询预约平台（www.88883318.
com）进行提前预约专家，从而保证每位女性患
者能有充裕的时间得到专家的详细诊疗。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
对女性生理和心理造成的伤害，维护女性的合法
权益，帮助女性走出烦恼和困境，省武警医院开
通的 24小时女性健康专线（0731）8888�3318及
官方咨询QQ：800007138， 可以供女性朋友咨
询各种关于解除早孕和妇科疾病的疑问。 除此
之外，女性朋友还可以通过网络咨询平台与在线
医生进行“一对一”对话，详细了解自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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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三泰街遭自制炸弹袭击》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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