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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晚上，象山区兴进曦镇小
区，一男子称自己在单元门口滑倒伤了
腰，并把原因归结于楼上住户家的空调
滴水。事发后他联系了小区物业公司保
安，也报了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附近监控探头并没有拍到他滑倒。真实
情况怎样？记者采访了桂青派出所民警
和相关当事人。

男子报警称
在单元门口滑倒

兴进曦镇小区保安向记者介绍， 5
月 7 日晚上，他接队长电话，得知 5 栋
1 单元门口有个业主摔跤了，让他过去
查看。

该保安迅速赶了过去，见到一名中
年男子站在单元门前的阶梯上，对方称
因楼上住户家的空调滴水导致他刚刚走
路不小心滑倒了，腰有点不舒服。这名
男子还问自己的医药费是小区物业公司
出还是楼上空调滴水的业主出。

当时楼上确实有两户人家的空调滴
水。该保安随即上楼找到那两户人家讲
述楼下有其他业主滑倒摔伤的事，那两
户人家当即关掉空调，表示会喊师傅来
对空调进行修理。对于那名中年男子医
药费，那两户业主均表示会承担。

当晚 10 点 12 分，那名中年男子还
拨打 110 报了警，称楼上住户空调滴水
导致他滑倒，伤了腰。桂青派出所民警
赶到了现场，那名中年男子同样讲述自
己踩水滑倒伤了腰，并把滑倒的原因归
结于楼上住户家的空调滴水。民警找到
楼上空调滴水的住户，对方同样答应愿
意承担医药费。为此，民警让那名中年
男子去医院治疗，保留相关费用票据，
事后将再次组织双方协商解决问题。

监控探头
没拍到有人滑倒

5 月 8 日下午，在桂青派出所民警
的陪同下，记者查看了兴进曦镇 5 栋 1
单元门口的监控录像，见到了那名中年
男子进出单元门的全过程。

监控录像显示： 5 月 7 日晚上 8 点
52 分 01 秒，那名中年男子走出单元
门，一路步履轻快，下了单元门前的台
阶，消失在监控探头拍摄的范围内。当
晚 9 点 10 分 39 秒，那名中年男子又出
现在监控探头拍摄范围内，他边走边打
电话，并在单元门前的阶梯下面停了下
来，有抬头仰望的动作。 11 分 01 秒，
他走上阶梯，靠着护栏打电话。 11 分
42 秒，他转身坐在阶梯上，不过很快
又站了起来。 12 分 04 秒，他再次坐在
最上面那层阶梯上，并停止打电话，不

一会儿又起身。 12 分 17 秒，他第三次
坐在阶梯上。 12 分 30 秒，他伸出左手
掌在地上摸了两下，再一次站了起来。
接下来，那名中年男子一直站在阶梯
上，直至 17 分 15 秒，小区保安赶来。

中年男子出单元门和返回的过程
中，记者均没看到他滑倒，现场民警同
样表示没有看到。

不管是中年男子跟小区保安说的，
还是他之后的报警内容，以及他现场和
民警介绍情况，他都提到自己“滑倒伤
腰”的事，难道中年男子报了假警？对
此，民警表示，他们会找到那名中年男
子进一步了解情况。

承认自己
没有在单元门口滑倒

5 月 10 日下午，记者来到桂青派
出所，那名中年男子姓刘，民警给刘某
打电话，再次询问他 5 月 7 日晚上有没
有滑倒？他在电话中称自己没有滑倒，
改口称闪了腰。民警表示，监控录像里
未见他闪了腰。刘某在电话中坚称自己
真的闪了腰。民警让他来派出所一起看
监控录像。

20 多分钟后，刘某赶来，在看了
自己出单元门和返回的监控录像后，他
说是在走出单元门的时候闪了腰。然
而，录像显示他出来时步伐轻快，一路
都没有任何停顿的动作。民警询问他是
否与小区物业公司或者楼上住户有矛
盾。刘某表示没有任何矛盾。民警再一
次做刘某的思想工作，表示要了解真实
情况，才能把问题解决。刘某最后承
认，他确实闪了腰，但地点并不在单元
门口空调滴水的范围，而是在下了单元
门前阶梯左转之后的花园内，那里不在
监控探头拍摄的范围。事后，他并没有
去医院检查，没有医药费的产生，而是
让自己妻子给他擦了药。

既然如此，刘某为何把闪了腰的事
和空调滴水一事扯在一起？对于民警和
记者的疑问，他说，因楼上住户空调滴
水的事向小区物业公司反映了几次，可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随后，民警对刘某进行了教育，对
空调滴水影响住户出行的问题，他可以
跟小区物业公司领导或者社区居委会反
映，也可以向辖区派出所反映，毕竟空
调滴水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要实话实
说，否则容易影响邻里之间的感情，远
亲不如近邻，良好的邻里关系是非常重
要的。刘某表示虚心接受。

5 月 10 日，记者向那两户空调滴
水的业主了解到，一户已经将空调维修
好了，另一户因为需要改管道，问题正
在解决当中。 记者申艳 文/摄

楼上住户空调滴水 向小区物业反映几次都没解决问题

男子报假警 谎称滑倒伤了腰

图为兴进曦镇小区 5 栋 1 单元门口。

本报讯（通讯员唐继林 记者
莫俊） 10 日，司机张某在驾驶小车
时左前轮突然爆胎，在方向失控的
情况下，紧急刹车却误踩了油门，
导致车辆驶到公路左侧，连撞路边 5
辆车，所幸无人员伤亡。

当天下午 1 时许，张某驾驶一
辆小车从平乐开往荔浦。当车行驶
至 323 国道平乐县平乐镇月城街路
段时，张某突然感觉车头向左边倾
斜，手握着的方向盘突然向左猛烈
牵扯。面对车辆失控，张某本能地
刹车避险，可车辆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加速向左侧车道及路边冲去，

撞了 5 辆路边的车才停了下来。
张某和坐在副驾驶的乘客急忙

下车查看，被撞的有电动车、轿
车、小货车、摩托车，且不同程度
损坏。“我突然觉得左车头‘矮’
了一下，方向盘往左边扯，便下意
识地踩刹车，谁知车辆没有停下，
反而速度更快地往左边冲去，可能
是踩着油门了。没有伤及人员和其
他车辆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
后，张某心有余悸地说道。

目前，该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
当中。

爆胎后刹车却误踩油门
小车连撞 5 车
所幸无人员伤亡

装有 7000 元现金的钱包在医院突然不见了

老人报警称被盗

民警出警发现是场虚惊
本报讯（记者陆鑫 通讯员易

璋）到医院交费时，却发现随身携
带的钱包不见了，包里不但有 7000
元现金，还有不少证件。难道钱包
被盗？资源县年近 70 岁的兰大爷为
此报了警。

资源县城北派出所民警出警
后，几经周折最终帮老人找回了钱
包，而实际上，这次所谓的钱包被
盗，是一场虚惊。

5 月 8 日 16 时许，资源县公安
局 110 接警指挥中心接到兰大爷报
警后，立即派发警情到了辖区的城
北派出所。

民警见到老人后，听他讲述了
“丢包”的经过。据兰大爷说，他

是因为亲属意外受伤，到医院看望
才来到医院的。 16 时许，他走到一
楼收费处交钱时，发现随身携带的
钱包不见了，怀疑是在医院内被盗
了。钱包内有 7000 元现金和证件。

办案民警通过医院的监控视频
查看兰大爷早前的行踪，并没有看
到钱包被偷的情况。于是，民警推
断兰大爷是不慎将钱包遗失了。

这时，兰大爷想起自己到医院
后，曾到过一家小超市购买生活物
品，还付了款。于是，民警陪同兰
大爷前往寻找，最终在超市货架上
找到了钱包。经清点，钱包内的
7000 元现金和证件都在。

本报讯（通讯员蓝石生 孟
军）近日，恭城公安迅速出击，抓
获盗窃犯罪嫌疑人 1 名，破获盗窃
案 3 起，为群众挽回损失 12000 余
元。

5 月 3 日，恭城公安局平安派出
所接到辖区群众陈某报警称：当日
零时许，停放在自家门口的一辆电
动车被盗，同时被盗的还有放在车
座内的一台苹果牌平板电脑。恭城
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指令平安派
出所与刑侦大队成立侦破小组开展
侦察破案。经过 13 个小时的调查走
访，摸排线索，迅速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王某某。

办案民警发现，王某某行踪不
定，居无定所，要想尽快将其抓
获，难度极大。办案民警开展信息
研判，分兵出击，查找王某某的行

动轨迹和落脚点。 20 时许，王某某
在恭城镇印山街路口对面一带出
现，正驾驶当日盗来的电动车试图
逃离。民警迅速赶往抓捕，在群众
的大力协助下，将王某某抓获。

通过讯问，王某某如实供述了
当日凌晨在平安镇里陂村盗窃电动
车的犯罪事实。同时，还如实供述
了在平安镇实施盗窃后，窜到恭城
镇一小区继续实施盗窃一辆电动三
轮车及今年 1 月 21 日在恭城镇茶北
路盗窃一辆三轮摩托车的犯罪事
实。

王某某不远千里从山东来桂林
会女友，因手头拮据窜至恭城行
窃，结果栽在公安手里。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
中。

恭城公安速破盗窃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