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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吐槽地铁上的不文明
不遵守先下后上最难忍

由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主办的“一切为了成都好‘让’成都
更美”市民文明素质提升主题教育
引导活中，“文明大看台 市民大讨
论”主题活动开展首日便吸引了不
少市民的关注。

昨日，“地铁里的不文明现象”成
为活动中的高频句子，不少市民讲述
了自己乘坐地铁时，最反感的不文明
现象。网友“肖甜甜”最反感的是“地
铁到站了，你还没下就有人往里挤。”
她告诉记者，遇到上下班高峰，人流
量大，每次地铁到站她就开始心慌。
门刚开自己准备下车，站台上的一部
分人就开始挤着上，“有好几次，我又
被挤着往车厢里带，其实大家有序地
先下后上，可能还会快些。”

67岁的市民王丽华说：“我最
见不得地铁车厢里的人还没下，那
些要上的人就挤进去了。”这样的
情况她遇到过多次，甚至见过“有
个小姑娘因为涌上来的人流挤得
差点摔倒”。

网友“阿狸阿狸”觉得，总有那
么一些人，一上车就双手抱着或后
背猛靠车厢内竖着的扶手杆，然后
自顾自地耍手机，也不管是否有人
需要扶着栏杆。有这样感受的还不
止“阿狸阿狸”一人，网友“暖洋洋的
羊羊羊”也表示赞同，“没错，扶手杆
是公共区域，保证大家在车辆行驶
中的安全，一些只顾自己靠着舒服
的人，恰恰忘了这一点。”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记者联系到了“大熊”，
他告诉记者，此事发生在29
日凌晨，自己就是事发小区
的业主。“我们小区叫中海
国际社区，因为笔记本的内
容，事情在我们小区业主
QQ群都传遍了。”他说。

随后记者来到成都中海
国际社区，见到了抓住该盗窃
嫌疑人的保安陈星亮。“白天
我们在监控里就发现这个人
形迹可疑，于是小区加强了防
范。凌晨巡逻的时候，就看到
一个影子在晃，电筒一照过去
就发现了。”陈星亮告诉记者，
这名男子是在小区内一人工
湖旁的过道被抓住的，当时他
刚好从一所住宅内出来。

陈星亮说，男子被制服
之后，他和同事立即拨打
110联系警方，随后将其移
送至当地派出所。

2017年12月30日晚，记
者来到成都市高新西区派
出所，该所民警向记者证

实：的确逮捕过一名盗窃嫌
疑人，“作案笔记本”与网传
信息相符。

接到110通知，当天值班
民警李明和苟锡平赶到小区，
他们看到了盗窃嫌疑人：一20
岁出头、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
躺在小区一栋楼的过道内一
动不动，旁边有几个小区保安
正在看守。民警上前查看，发
现该嫌疑人意识不清，只有嘴
里发出微弱的声音，于是就拨
通了急救电话。

救护车赶来后，医生为
其做了初步检查。“就在检查
的时候，他清醒了，但一直喊
腰疼、背疼，说保安打过他。检
查的时候，他的假发还掉了下
来，‘作案笔记本’也是在检查
身体的时候发现的。”李明告
诉记者，经医生检查发现，嫌
疑人身体无任何异常，也无任
何被殴打过的痕迹。随后嫌疑
人被移送至郫都区人民医院
继续接受检查，结果一致。

民警介绍，该嫌疑人20岁出头，自
称2016年从沿海某名牌大学辍学后在
浙江打工，不久前刚来到成都。移送回
派出所后，该嫌疑人拒不承认自己有
盗窃行为，而是说自己到中海国际社
区散步，因为累了就找了一所没有人
的住宅睡觉，结果醒了后发现小区已
经关门了，最终被小区保安发现。嫌疑
人说，他在网上看到中海国际社区是
别墅小区，觉得环境比较好，于是选择

来散步。
民警发现，该嫌疑人曾有前科，

“去年11月，他就曾因为涉嫌盗窃被新
都区三河场派出所逮捕过，因为证据
不足取保候审。

对于随身携带的“作案笔记本”，
该嫌疑人承认是自己写的。嫌疑人说，
笔记本上的内容是“之前看守所里的
朋友给我说的一些话”。

民警发现，该嫌疑人随身携带的

物品除了假发、笔记本以外，还随身携
带零食卤鸭脚6支、香烟3条。目前，该
嫌疑人已被移送至看守所，该案也在
进一步办理中。

民警提醒，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要
注意财产安全，谨防盗窃。至于网友评
论的“这名小偷很努力，还做工作总
结”，民警称：“做工作总结这类习惯，
应该用于正道上，而不是盗窃。”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制图 李开红

■惋惜
“美睫”：这笔记用来做正

当工作，是个厉害角色。可惜走
错路了。

“媒体人李俊”：如此有“理
想”、有“创新”、有“规划”、有

“专业”的小偷，你是不是想成
为行业的教父呀？还好被抓！

“牛义顺”：字写得不错，可
惜路走歪了。

“那年sv”：一个有文化的
小偷，可惜走歪了。

■谴责
“Unnecessary”：说小偷

励志的，真的对得起反扒警察
和那些被偷东西的人吗。

“密斯溜”：有文化的小偷
好可怕。

■自嘲
“予于渔”：小偷的规划都

比我仔细。
“冰糕棒棒”：这就是PPT

与实际执行的差别。

2017
刚刚过去，你的年终

总结做
好了吗

？

近日，一盗窃嫌疑人在成都某小区内

被警方和保安抓获，其随身携带的一个写

满“总结”的笔记本，爆红网络。

这个笔记本上，工整地写满了各种

“作案攻略”，包括道路规划、派
出所地址、

作案原则、作案反思……还有对自己的总

结和反思：“摒弃自己对自己既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式的战略指导要求，也要

改正自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懒散作

风，不好逸恶劳。”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这

名盗窃嫌疑人已被高新西区派出所抓获，

被抓时，这名男子自称从沿海某知名大学

辍学，警方称其之前也曾涉嫌盗窃，而随身

携带的笔记本上的总结，是“之前看守所的

朋友给我说的一些话”。

一盗窃嫌疑人被抓

作案笔
记 让人震

惊

这两天，有个微博超级火，说
的是警察蜀黍抓到一个盗窃嫌疑
人，然后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个笔
记本，工整地写满了各种“作案攻
略”，包括道路规划、派出所地址、
作案原则、作案反思……

其中一页，成都三河派出
所被详细注明标记，用线条勾
勒出了大致地图，并将公交线
路也记录下来。

有一页写下了一些作案原
则，“烟酒注意识别真假，另找
一张身份证。”还写下了作案交
通规划，踩点情况。

另有一页写着道：“作案成
功后，视案值大小，采取不同做
法。如果案值大，谨记，走为上
策。快速逃离，隐蔽逃离，远处
逃离”及对自己的要求……

还有一页写了作案反思：
“摒弃自己对自己既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式的战略指导
要求，也要改正自己三天打渔
（编辑注：渔应为鱼），两天打
（编辑注：打应为晒）网式的懒
散作风，不好逸恶劳。”

该信息于2017年12月29日
由微博发布后，迅速引发网友
热评。当日，仅一条相关微博，
转发、评论及点赞就超过10万
次。目前，该微博被全国大量媒
体转发，成为元旦“爆款”。

12月29日上午，微博网友“大
熊”最先将该消息发布到个人微
博，他上传了5张事发现场图片，
并开玩笑写道：“物业抓了个小
偷，这哥们真是个人才，学习笔记
和信息整理，还做思想总结。”

保安称他形迹可疑
被制服后假发掉落

作 案 笔 记

曾涉嫌盗窃，自称名校辍学
笔记内容是“看守所的朋友说的”

有完整的计划目标
还有路线图

发 现 笔 记

有此才华

何必
误入歧途

成都出台井盖管理办法
接到井盖缺损信息
3小时内完成应急处置

2017年12月18日，蓉城政事发
布的文章《两个井盖引发的“血案”：
被盗后市民投诉8天无人处理，10人
被问责》引发热议。市民肖先生投诉
井盖被盗多日却无人管，为此双流、
成都天府新区4部门、一个街办、一
家公司，总计10人受到问责处理。

事隔不到1个月，成都对井盖便
有了更明确严格的管理办法。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成都
市检查井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已出台，将于2018年2月1日起实
施。其中规定，权属单位接到井盖缺
损信息，应在3小时内完成应急处理，
否则将被处以最高2万元的罚款。

《办法》要求，井盖权属单位应
当建立井盖日常巡查、管理和维护
制度，健全井盖档案。井盖权属单位
发现或接到井盖缺损信息后，应立
即设置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在3小时内完成应急处置、24小时内
实施修复工作。未及时处置，将被处
5000元以上20000以下罚款；未在规
定时限内修复，情节严重的，处5000
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为了保障井盖安全，权属单位
应当配备专门人员进行日常巡护，
未落实井盖巡查维护职责的，由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圈
占或擅自开启、移动井盖，不得损
坏、移动相关警示标志或安全防护
设施。出现上述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将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大学毕业生杀人潜逃16年
被抓时在农贸市场做生意

因不忍母亲被女邻居殴打，21
岁的陈强拿起刀，刺进了女邻居的
左腹部。从此开始16年的逃亡生活。

1998年，蓬安县缩三村陈强成
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年轻人，
2001年，刚毕业的陈强参加了一场
公务员考试，他告诉家人：“考得还
不错”。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01年8月
19日清晨。邻居黄某家的鸭子跑到
陈家稻田吃稻穗，双方发生纠纷。

陈强对警方说，黄某当时拿起
一把镰刀打自己的母亲，母亲身上
的衣服也被撕烂了，对方还说要把
母亲打死，自己去拉没拉开，便用刀
戳中了黄某。黄某被送往县城的医
院，但途中不幸死亡。

儿子用刀刺死邻居后，母亲劝
儿子赶紧到外面去打工赚钱，“出了
这么大的事情，肯定要赔钱，你还不
出去挣钱怎么办。”陈强的父亲陈大
贤说，儿子走后的16年再也没有回
过家，也没有跟家里任何人联系。

据蓬安警方介绍，在陈强作案
潜逃后，警方2002年就对其进行了
上网追逃。去年国庆期间，警方发现
新的线索，确定已经改名换姓的陈
强藏在达州城内一农贸市场做粮油
生意，并已结婚生子。

2017年10月11日，蓬安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长康成带领民警赶赴达
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在一农贸
市场内将陈强在其门市部内抓获。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有文化的小偷好可怕

网友热议

可惜这“年终总结”走了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