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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时许! 福建晋江青阳派出
所接到一名女子报警称! 她在泉安中
路长途汽车站附近被两名男子飞车抢
夺抢走一个挎包!内有手机"银行卡"

身份证和部分现金#

随后经过侦查!民警抓到作案的两
名男子$从他们身上!民警搜到了受害女
子的手机$经查!这两名抢匪分别是#$岁
的福建晋江新塘男子王某和%"岁的陈埭
男子丁某!两人都有吸毒恶习!为了筹钱
买毒品!近一个月来!他们已经合伙在泉
安路上对飞车抢夺%&多起$

让民警惊讶的是! 王某上身仅外
套就穿了'件! 下身里面穿了牛仔裤!

外面还套了运动裤!人显得相当臃肿$

据王某交代!他穿这么多件衣服!是想
每作案一起就脱一件衣服! 这样就不
会被人认出!以便继续作案!但是前晚
作案得手后!由于天太冷!便偷懒不想
脱衣!没想到就栽了$ 目前!王某和丁
某因涉嫌抢夺已被晋江警方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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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出海打渔* 可一网下去鱼
没捞着* 却网了一个圆柱状的不明物
体$经长岛警方联系专家确认*该物体
居然是导弹助推器$ 目前助推器已被
有关部门妥善保管$

%月初* 山东长岛县钦岛边防派出
所民警巡逻至大钦岛东村码头时*发现
有许多群众正在围观一枚大型圆柱状
物体$ 有渔民说*这个圆柱状的物体是
一名出海打渔的渔民捞上来的$ 船上
没人认得这个东西* 就拉到岸上来了$

刚一上岸*周围居民都过来围观了$

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是风力发
电机上的!有人说是飞机零件!有人
说是火箭部件!有人甚至说是飞碟上

的物件$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 该不明物体
为大钦岛东村渔民在附近海域打捞上
岸的*呈圆柱形*长约$米*直径约+米*内
部为空心*顶端有电缆线路*物体颜色
为淡蓝色*上面印有%支撑部位&"%'

#&等字体$

由于不能确定该物体是否有害!

为确保群众安全!民警立即对周围群
众进行疏散"劝离!并将情况上报相关
部门$经联系驻岛部队初步鉴定*该物
体为导弹发射助推器$ 目前该所已将
其妥善保管* 等待有关部门做进一步
鉴定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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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自河南省灵宝市公安
局获悉! 该局对驾驶警车参加同事
母亲吊唁活动的多名警员给予纪律
处分!并临时查封了被动用的警车$

据灵宝警方介绍!,日%!时许!

灵宝市公安局接到投诉! 有几辆警
车在阳平镇横涧村参与丧事! 涉嫌
公车私用$ 接到投诉后!灵宝公安局
立即展开调查! 并对多名涉嫌违纪
警员处以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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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身在沈阳的王亚军"孔丽
洁给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医院寄
来感谢信$感谢信背后是一个孩子
要降生!列车紧急停!众人联手救
助孕妇生产的感人故事$

+&%%年%+月++日凌晨$时许!

葫芦岛绥中县医院%+&突然响起$

%我们是-+."! 马上要停靠在绥中
北站! 有个孕妇在动车上生产了(

请快速派医护人员救援! 要快
啊( &$原来!+.岁的黑龙江孕妇孔
丽洁和丈夫王亚军!带着++个月大
的女儿! 坐哈尔滨开往广州的动
车!准备在邯郸的母亲家备产$

+&%%年%+月++日凌晨近.时!

列车正在沈阳北至葫芦岛区段疾
驰!乘务员突然接到孔丽洁腹痛有
临产的求助$列车长和乘务员立即

赶到车厢!孕妇痛苦的表情预示着
分娩在即$

列车广播寻找医生求助!可没
有找到$此时孕妇临产症状越来越
明显!疼得大声呼叫$

列车正高速运行! 前方没有正
常停车站$ 列车长一边向沈阳铁路
局请求前方临时停车! 一边要求女
乘务员安抚产妇!缓解其紧张情绪$

几分钟后! 得到动车可在前方
绥中北站临时停车.分钟后!列车长
立即联系绥中北站!求助%+&来接产
妇! 同时请求乘客配合车上工作人
员帮忙将厕所门板卸下来! 铺上棉
被作为简易担架!准备抬产妇下车$

凌晨.时&!分!列车驶入绥中北
站! 大家联手将孕妇抬下火车!爱
心接力送到急救车上!一路奔驰到

了绥中县医院$

凌晨'时&'分! 伴随着婴儿呱
呱的啼哭声!一个小生命降生了$

先天畸形!腹壁裂!肠管膨出在
外!孔丽洁望着孩子眼泪汪汪!王亚
军满腔愁容!不知所措$看新生儿没
有被褥! 护士长王会英自掏腰包给
孩子买来衣服!棉被和食物$

王亚军几次想放弃!医护人员
反复去说!孩子虽有病!但生命体
征平稳!通过手术可以治愈$ 王亚
军甚为感动!当天中午带着妻子和
孩子前往沈阳!到医大二院治疗$

"日!王亚军告诉记者!半个月
来已花去"万多元! 很多好心人伸
出援手让他很感激$ %孩子现在挺
好的!等孩子病好了!我们全家会
登门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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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在+&%%中国慈善年会
上!全国%%+家公益慈善组织联合宣
读)倡议书*!称将共同搭建一个权
威的网络公益慈善信息披露平台!

为全国公益慈善组织提供系统的信
息技术支持$

此次年会以由中华慈善总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多家全
国性慈善组织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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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改邪归正的%入室大盗&罗
永正来武汉做防盗宣讲员! 向数百
居民现场演示入室盗窃 %%"般武
艺&!并一一讲授破解方法$ 罗永正
表示! 他将用%.年时间在全国做义
务防盗宣讲员$

罗永正告诉记者!他是广西人!

做了%.年贼! 现今也要用%.年时间
赎罪$ 罗永正曾开过%小偷公司&结
成团伙作案!+&&,年因盗窃被捕入
狱$ +&&)年!他出狱后创立了%中国
防盗联盟&!又建起网站传播防盗知
识! 并开通免费热线$&&&%).%)"提
供防盗知识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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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雅是河北人!%)!+年出生!曾
结过一次婚!现在北京一家公司当会
计$ 李蒙和她同岁!沁雅曾认为他是
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据沁雅讲述!+&&$年.月! 两人在
一次交通事故中结识$那天早上!她骑
车上班!路过十字路口时!被一辆轿车
撞倒!自己跌倒在地$轿车上下来一位
.&多岁"长相端正的男子!他将沁雅的
车子扶起!并询问是否受伤$ %他当时

态度特别好!表现得很绅士$ &沁雅说!

因身体并无大碍!且两人都着急上班!

互留联系方式后便离开了$两天后!李
蒙约她吃饭!%我们应该是一见钟情!

发展速度比较快&$ 沁雅称!半个多月
后!她带着李蒙来到自己的出租屋内!

当晚两人发生了关系$沁雅称!李蒙那
段时间几乎天天到她的出租屋内过
夜!在+&&,年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李蒙
有家庭!直到我怀孕"流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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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雅称!在两人交往期间!李蒙每
月都给她%&&&多元钱! 用来还房贷!另
外还会给一两千元生活费$ +&&,年!沁
雅意外怀孕!随之!她提出和李蒙结婚$

%吵了无数次架后! 他实在撑不
住!便承认自己有家庭!但是他答应我
会离婚$ &沁雅说!李蒙将事情告诉母
亲!他的母亲怕儿媳知道后惹事!便独
自拦下!并安抚沁雅!希望她能等待李
蒙$ 考虑再三后!沁雅决定做流产$

沁雅称!去年"月!她见李蒙仍没有
离婚迹象!便找到李蒙家$ 李蒙的妻子
承受不了打击!为此曾想自杀$ 李蒙为
了维护家庭!称要同沁雅分开$此后!沁
雅多次找李蒙谈话! 希望他能离婚!或
给她.&万元补偿!但未能达成一致$ 去
年%%月+%日!沁雅在未能如愿后!将两
人在一起的资料交至东城区纪检委!其
中包括两人同居的视频$ 沁雅说!之所
以拍摄视频是为了%留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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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记者来到李家$ 李蒙的母
亲今年!%岁! 父亲已"&多岁$ 两位
老人并未拒绝 ! 而是委屈地说 ,

%我好好跟你说说! 真不是像她说的
那样$&

%在去年"月之前! 我们从来不
知道那个女人的存在! 就从那天起!

我们家再也没过上一天安稳的日
子$& 李母说! 去年"月! 沁雅手捧
一束花到儿子家! 说要李蒙跟她一
起回老家! 给自己的母亲上坟$ 当
时! 李蒙的妻子不想让孩子失去父
亲! 忍痛接受现实! 并要求丈夫离
开沁雅$

%她死活要缠着我儿子! 还说不
为钱!就想让儿子离婚跟她过$ &李母
称!儿子提出分手后!沁雅多次找她!

并要求给予.&万的青春补偿费$ 其
间!沁雅还同她的父亲一起到李母家
谈判!在离开时沁雅在门口大喊,%跟
了他"年!还不值.&万吗- &李母说!儿
子只是一时犯错! 被人抓住把柄!绝
不是像对方说的那样$

对于沁雅的说法! 李蒙说! 在

整个事件中! 他的确犯了错! 并曾给
对方一些生活费用! %我不可能天天
跟她过日子! 家人也不能答应! 再说
我和妻子的工资固定! 我没有闲钱月
月给她$& 李蒙不愿针对沁雅所说的
一些细节问题进行回应! 只是说! 纪
检委已经介入调查! 他已经被停职
了! 他每天都要到纪检委指定的地点
反省并写检查$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
前! 他不想做过多解释$

李母称! 沁雅将此事举报到纪检
委后! 并没有停止折腾$ 一个星期
前! 沁雅向李蒙所在单位的各科室寄
去一张不雅光盘! 里面暴露了沁雅和
李蒙的不雅谈话$ %她就是想折腾!

让我们全家人丢脸! 他爸爸为人正直
一辈子! 快入土的时候出现这事儿!

我们真的快撑不住了$& 李母说$

"日! 东城区纪检委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已收到沁雅递交的证据!

并立案调查$ 目前! 李蒙因涉嫌违纪
已被停职$ %停职调查不代表确定就
是包养情人! 目前很多证据还有待考
证$&

!!6-7%"

����PQ�

(((

!���

�~���x�����

89':;<=>?@ABCD E9'@AF=GHIJ

� 

)

¡ ¢(£¤¥¦ §¨©ª«h¬ X�®¯Z°

±(²Z)h³

´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