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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晚，长沙市中心医院抢救室外，孙璨的妈妈接受不了女儿已经离世，一直
哭喊着：“救救我的崽。” 实习生 李健 摄

犯罪嫌疑人陈正兵指认现场，他就是从这个窗户爬进该住户家的。 通讯员 陶潇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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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8日讯 昨晚乘坐的士
时，粗心的长沙市民高先生，将2箱数码
产品遗忘在的士车上， 并且既没记车牌
也没要发票。今天上午，通过GPS定位，
高先生幸运地找到了所乘的士。

的哥：后备箱多了19台新手机
今天清晨5点，的哥彭光明晚班下班

后，在洗车时忽然发现，车子的后备箱里
竟然多了2个纸箱。

“里面有十几台未拆封的新手机，肯
定价值不菲。”匆匆洗完车后，彭光明便回
到的士公司，由于公司还未上班，他只好
在外焦急地等待着。8点左右， 彭光明将
失物原封不动地交到了公司客服中心。

经核查，2个箱子一共装有19台新
手机、5台新平板电脑。

失主：GPS定位找到失物
高先生从事通讯行业，昨晚7点半左

右，由于工作太累，下车时高先生忘记了
上车时放在后备箱的2箱数码产品。

“没拿发票，也不记得车牌，还能找
回来吗？” 抱着试一试的心理， 今早9点
多，高先生来到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处。
通过GPS定位系统，他找到了所乘的士。

据了解， 目前长沙市的士GPS定位
系统覆盖率超过90%， 客管处对安装了
GPS定位系统的的士实行24小时监控。
如果乘客乘坐的是装有定位系统的的
士，只要能够提供上、下车时间和地点，
以及行车路线这些线索， 就能锁定所乘
的士。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崔月龙 宾妹莲

本报8月28日讯 白天是茶楼老板，
晚上摇身一变成高楼大盗，徒手爬进别人
家， 将客厅里能拿走的值钱财物一扫而
空，且“效率”颇高，三个小时连盗三户人
家。今天上午，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分局通
报了这起攀爬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陈
正兵已经是“三进宫”。

行窃原则：专偷高层，只进客厅
8月11日凌晨， 位于望城区的恒大名

都小区和星城玫瑰园小区的三家住户，在
同一个晚上被盗。 据报案的业主反映，值
钱的东西都是在客厅被偷，且居住楼层都
比较高，家里防盗门毫发无损，小偷究竟
是怎么进去的呢？

望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对每
一个现场勘查后分析， 案发地点多为高
层，嫌疑人均采取攀爬入室的方式，根据
作案手法、现场遗留的证据和线索，这很
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据办案民警介绍， 嫌疑人在夜晚1点
到3点作案， 碍于低楼层住户安装了防盗
窗，嫌疑人专偷较高的楼层，从楼梯间入
手，全靠手脚攀爬进“目标”的厨房、阳台
等地，行窃时只在客厅，不进卧室。

经过大量信息比对，警方将目标锁定
了曾在邵阳市有抢劫、盗窃犯罪前科的陈
正兵。

茶楼招牌上的电话“出卖”了他
陈正兵今年36岁， 娄底市新化县人，

之前已经两次入狱。
经调查民警掌握到， 陈正兵的活动

范围在望城坡汽车西站广厦新苑小区附
近， 他买来的二手小车在案发当天的活
动范围， 跟这三起盗窃案的案发时间吻
合。

8月15日上午， 专案民警赶到广厦新
苑小区，经过两个小时的查找，陈正兵的
嫌疑车辆进入民警视野。但蹲守了几个小
时，都没看见陈正兵的身影。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民警突然发现车
子旁边一家茶楼的招牌上，赫然印着陈正
兵和妻子的电话号码。一番勘查后，正在
茶楼内招呼生意的陈正兵被民警抓获。

经审讯，陈正兵交代了他先后在望城
区、 岳麓区、 天心区等地攀爬入室盗窃6
起，盗窃财物达5万余元。目前，此案正在
进一步审理深挖之中。

茶楼老板夜晚变身“蜘蛛侠”高楼行窃
专偷高层只进客厅，三小时连盗三家 提醒： 可在阳台放空瓶当“报警器”

阳台放空瓶可当“报警器”

据民警介绍， 家中没安装防盗窗
的市民，可以在阳台、窗台等地放置一
些空瓶、铁盆、花盆或者挂上风铃，一旦
有小偷入室就会发出响声。另外，还可
以将靠近自家窗台的燃气管道、 空调
外机缠上铁丝，或者涂点黄油。此外，民
警提醒大家，晚上睡觉前要关好门窗，
把钱包、笔记本电脑、贵重首饰等便于
携带的物品放进卧室， 并将卧室门反
锁。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刘薇子

宾妹莲 通讯员 陶潇潇

提醒

本报8月28日讯 看着女儿开开
心心地出门去逛植物园，没想到几个小
时后却等来噩耗：孩子没了！今天傍晚，
8岁的孙璨在省森林植物园内乐民水上
乐园玩水后，再也没能回家，小小的生
命戛然而止。 而她的家人悲痛中质问：
为何两个小孩子，能在没有大人带领的
情况下进入水上乐园？

“要去洗澡”，孩子再没醒来
晚上8点， 记者接到爆料后赶到长

沙市中心医院， 听见抢救室里哭声不
绝， 孩子的家属给记者讲述了事发经
过。

遭遇不幸的孩子名叫孙璨， 今年8
岁，父母都在省植物园旁做生意，父亲
和园内的水上乐园员工很熟，以前带孙
璨去玩过。

今天下午3点多， 孙璨跟妈妈说声
“要去植物园洗澡”后，就带着6岁的妹
妹出门了。5点多的时候， 孙妈妈在植
物园内找了一圈， 由于地方太大没找
到这对姐妹， 但她压根没想过她们能
进水上乐园。“水上乐园没有家长带，
孩子根本进不去， 我没想到保安就这
么让她们进去了。”孙璨的妈妈泣不成
声地说。

两个孩子进了水上乐园后，妹妹在
浅水区玩耍， 但孙璨却想去深水区玩。

一会儿后， 妹妹便发现看不见孙璨了，
喊了好几声都没人应，她赶紧跑去找保
安，喊了好几次后，保安才陪妹妹一起
寻找，但还是没找到孙璨的身影。

当保安给孙家打电话时，孙璨被找
到， 孩子已经溺水， 被120送往医院急
救。遗憾的是，孩子再也没有醒来。

家长质疑：“孩子怎么进去的？”
医生确认孙璨死亡后，有民警和法

医赶到现场。医院大厅内，孙璨的妈妈
哭倒在地，她捶胸自责不已：“我为什么
要让你去，保安怎么会让你们两个小孩
子进去啰？”“妹妹喊了保安那么多次，
为什么都没有人来看一下？”

据家属称，当时孙璨带着妹妹进去
时，只是报了爸爸的名字，保安就让他
们进去了。

今晚8点多， 记者赶到省森林植物
园北门，门口已经被保安封锁，不让任
何人进入， 保安拒绝透露任何情况。有
植物园相关工作人员称，园内的乐民水
上乐园已被外包，“是外面的公司在经
营，跟植物园没多大关系。”

据悉，乐民水上乐园位于省植物园
新北门，水域面积达6000平方米，是长
沙市最大的水上游乐园。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刘薇子 宾妹莲

独自玩水，8岁女孩溺亡水上乐园
事发省植物园内 家属称“孩子报父亲姓名后轻松入园”

水火无情

“粗心哥”落下19台手机
GPS定位找回所乘的士

买新车庆祝却“惹火上身”

本报8月28日讯 听说邻居家放烟
花庆祝买新车，老何也来凑热闹、沾沾喜
气。可没想到，烟花还没看过瘾，自家刚
搭好的蘑菇棚却被烟花坠下的火苗点
着，不到半小时就被烧了个精光。今天中
午，家住长沙市大托铺新港村的老何，望
着被烧成一片废墟的菜棚，显得很无奈。

原来这天邻居家新买了辆丰田花冠
车，决定放烟花庆祝，老何与朋友也跑来
凑热闹。 炫丽的烟花引起了人们阵阵喝
彩，但火星子也随风乱飘，突然人群里有
人惊呼：“草棚起火了！”

“起初火苗只有碗口大，才十几秒就

变大了！”老何回忆起事发的过程，当他
靠近草棚打算灭火时， 火苗立马顺着风
势涨了起来，“根本无法靠近了！”

眼见着自己新搭的棚子和棚内的蘑
菇材料等，在半个小时内，被烧得只剩下
几根乌黑的木桩子，老何内心五味杂陈。
“棚内放着的棉籽壳都被烧去了大半！”

随后， 消防队员立刻赶到现场扑灭
了大火， 而邻居也承诺会补偿老何的损
失。 ■记者 杨昱 张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