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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外健身
休闲大会收官

12月22日，以“不
到武陵源 焉知张家
界” 为主题的2019中
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
在张家界武陵源宝峰
湖景区正式收官。本次
大会设置有武陵源山
径赛、 水上攀岩挑战
赛、 自行车障碍攀爬
PK赛、 南海登高等项
目，300名选手参赛。

记者 叶竹
通讯员 易籽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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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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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贩被抓， 竟向民警求合
影：因为你是明星啊！

跟明星“求合影” 的见多
了，犯罪嫌疑人跟民警求合影，
你见过吗？

“可以一起拍张照吗？”11
月18日，长沙市天心区公安分
局坡子街派出所民警在对涉毒
线索展开深挖时， 在长沙开福
区某居民楼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戴某。可没想到，戴某竟提出
了这样的要求。原来，现场抓
捕戴某的民警在今年热播的
《星城卫士·守护解放西》 中出
镜， 戴某正是因为看了这档节
目，认出了这位民警，才提出了
这个要求。

公共厕所也去偷？ 男子专
偷公厕铝合金门框扣件

11月初，警方接到报警，称
公园里的公厕铝合金门框扣件
失窃。

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分局马
坡岭派出所抓获了一名叫邹某
的盗窃嫌疑人， 邹某将贼手专
门伸向公共卫生间， 将卫生间
里的铝合金门框扣件盗走后销
赃，连续作案4次后，在销赃时
被民警抓了现行。

男子酒驾被抓仍不舍放下
酒瓶，还称“这是命”！

今年9月，长沙市开福区交
警大队民警查获了一台酒驾车
辆， 没想到驾驶员却狡辩称，
“我是遗传了老家的习惯，喜欢
喝点早酒”。

随后， 民警清理车内物品
时， 找到了一瓶喝了一半的二锅
头。没想到，驾驶员立即从民警手
中接过了二锅头， 并紧攥着酒瓶
不撒手，还称“这个是命！”

笨贼落网
自称“脑子进水了”

警察：“你为什么偷？”
嫌疑人：“脑子进水了！”
11月某日凌晨， 长沙市雨

花区公安分局高桥派出所抓获
一名在辖区内多次盗窃废品站
的嫌疑人， 该嫌疑人是一名快
递从业主，晚上“兼职”盗窃，只
偷废铁废纸。现场讯问时，嫌疑
人如此坚定的回答， 令人啼笑
皆非。

“二哈”拆家拆到派出所
值班民警气到想打110

2019年新年假期， 长沙市
芙蓉区公安分局东屯渡派出所
的民警“蜀黍”被一只找不到主
人的哈士奇整崩溃了。“二哈”
调皮捣蛋，稍不注意就扰乱办
公秩序，翻垃圾桶，值班民警
气得想打110。由于太调皮，这
只“二哈”还惊动了多家媒体，
纷纷转发帮它找主人。

男子被诈骗团伙深度洗脑
民警劝阻反被怼

“那是冒充北京市公安局
的诈骗电话。”

“你凭什么说他是冒充的，
我就不相信你……我就要配合
他们调查。”

“他是要骗你的钱，那是诈
骗团伙。”

“……你不要讲这些了……公
安局公安局，你天天搞这些事情。”

2019年10月，长沙市反电
诈中心民警接到冒充公检法
诈骗预警， 赶紧和被骗者联
系。于是，被骗者与长沙反电
诈民警的“神对话”，民警电话
劝阻反被当做骗子， 民警：我
太难了。

被抓毒贩竟向民警求合影、民警劝阻被骗者反被当作骗子……

“奇葩”警情盘点，有没有戳中你的笑点
毒贩被抓竟向民警求合影、 男子专偷公厕铝合金门

框扣件、酒驾被抓仍不舍放下酒瓶……12月22日，记者从
长沙公安获悉，长沙警事盘点了今年的长沙“另类”警情，
这些迷惑操作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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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2日讯 12月
21日下午3时左右， 张师傅驾
驶的138路公交车到达终点
站， 在进行例行检查时张师
傅发现公交车车厢内有一个
被遗失的女士背包， 包内装
有近2万元的现金。张师傅接
下来的行为不但帮助了失
主，也温暖了寒冷冬日里的长
沙城。（扫二维码，看张师傅捡
到装钱背包后如何处理）

“想起昨天的事情，我现
在还觉得心里暖暖的。那是我
去交社保的钱，要是没有张师
傅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12
月22日， 陈女士告诉记者，昨
天下午她从柑子园站上车，准
备乘坐138路公交车前往树木
岭站。上车之后，选择了驾驶
座旁第一排的座位，坐到座位
上之后顺手就将自己随身携
带的背包放在了座位底下。之
后一直和朋友打电话，直到下

车还一直沉浸在电话中。这导
致她下车时匆匆忙忙，连随身
携带的背包都被她遗忘在座
位底下了。

为了了解事情更具体的
经过，今天记者电话联系上了
当时的公交车司机张师傅。他
告诉记者，在捡到包后自己在
车内等待了二十几分钟，见没
有失主找过来便联系了车队，
把背包交到了车队办公室。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这
个背包失主就找过来了。”核
对完身份信息之后，张师傅将
背包交到了失主陈女士的手
上。

“其实这没什么的，这是
我的责任嘛。只是希望以后乘
客们都可以注意点，下车时带
好自己的随身携带物品。”采
访最后，张师傅还不忘让记者
给广大市民提个醒。

■记者 田甜 视频 刘品贝

本报12月22日讯 “找到了，找
到了，感谢你们，感谢派出所警察，孩
子现在被他妈带走散心了。”12月22
日中午，湖南邵阳市的高三学生林俊
杰在离家出走6天后， 终于在长沙市
天心区侯家塘一酒店附近找到。小林
的父母长舒一口气。

近日，一则湖南邵阳高三学生林
俊杰出走6天的消息引发关注。 寻人
启事显示，林俊杰今年17岁，12月16
日晚，从长沙一家宾馆离开后在街上
走，没有背包，凡提供线索找到者家
属会重谢。 记者联系上林俊杰的父
亲林先生，他表示，儿子是17日凌晨
时分从梓园路汉庭宾馆外出走失
的，个子高大，有1.8米，当时穿迷彩
服长棉袄，戴眼镜，穿黑色裤子，蓝色
运动鞋。

林俊杰父亲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林俊杰为邵阳武冈市的一名高三
学生。因为面临高考，学业压力比较
大，所以家人带着他到长沙进行心理
咨询。林先生说，带孩子来做心理咨
询时就感觉到他有点抗拒。

发现林俊杰不见后，林俊杰父母
报了警，并且查看了相关监控。据林
俊杰父亲介绍，12月17日林俊杰出走
第二天，他们在监控中看到林俊杰的
身影，林俊杰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中
是在长沙火车站一带，但是因为他没
有带身份证和手机，身上也只有几十
块钱，所以林先生认为孩子应该还在
长沙。

“我们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
之前都没找到他。”林先生说，他们发
了几百份寻人启事，在侯家塘派出所
报警后，心急如焚。“他一直没有给我
们打电话，我们非常担心，怕他被骗，
希望能早点找到孩子。”林先生表示。

22日中午，林先生告知，儿子已
在侯家塘文胜酒店附近找到，侯家塘
派出所第一时间通知父母去将孩子
接回。 ■记者 张洋银

学业压力大从宾馆出走
出走6天的
高三学生找到了

2万现金落在公交上
司机替她当起“保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