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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马巷镇某宾馆内，来自
安溪的女子陈某往自己手腕上划
了两刀，
鲜血直滴。不断哭喊的她
冲上六楼楼顶，
正欲跳楼轻生。在
离楼顶护栏还有两三米距离的地
方，翔安公安分局马巷派出所民
警胡明和果断出手，将情绪失控
的陈某扑倒，避免了一场悲剧的
发生。
事后，这位英勇救人的民警
才发现，自己被现场的混凝土碎
块划伤、割伤 10余处。连日来，
黄劲超 图
英勇救人的胡警官一直很低调，
P184165362
自己悄悄前往医院包扎伤口，在
最后一次去医院处理伤口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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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事发现并在警局传开。同事
们不禁恍然大悟：
“难怪前段时
系来自安溪的陈某，因与女网友
以拖住她的机会，但始终担心她
间看老胡总是往医院跑……”
王某过从甚密，已经影响到王某
手上的水果刀会再次伤及自
工作和家 庭，被 王某 丈 夫指 责
己。”胡警官说，
陈某冲进六楼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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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人不务正业”。当天，陈某从
顶的平台，直奔平台低矮的护栏
故事还得从 4月 2日说起。 老家安溪来马巷并入住某宾馆， 而去，借助四周传来若隐若现的
当晚 10点左右，马巷派出所民
王某夫妇拒绝与她联系，没想到
灯光，胡明和瞅准时机瞬间一个
警胡明和接到群众报警，称马巷
情绪失控的陈某竟然割腕自残， 猛扑，牢牢抓住了陈某持刀的手
镇某宾馆有一名女子割腕自残， 并将照片发给王某夫妇，王某夫
腕，并顺势侧身把极力挣扎的陈
胡明和立即率警组到场。到现场
妇大吃一惊赶紧报警。
某护在身上，随即重重摔倒在平
后，只见该女子左手已被鲜血染
台上，紧跟着的辅警队员迅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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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右手持一把水果刀，
站在宾馆
陈某控制。
三楼走廊尽头声嘶力竭地叫喊，
了解到基本情况后，胡明和
此刻胡明和才注意到，自己
身上还带有酒味，不准民警靠近
从情感、
家庭角度耐心劝导陈某。 那瞬间发力，将这栋老式建筑楼
半步。
20多分钟过去了，陈某仍然不让
顶的隔热预制板踏空了一大片，
女子背靠走廊尽头的墙壁， 民警靠近，
就在这时，
陈某突然猛
全身火辣辣的疼。他全然顾不上
情绪几近崩溃，
现场气氛紧张，
胡
跨一步，拉开侧边的安全门冲了
这些，
赶紧把陈某送往医院救治。
明和一面好言安抚，一面向报警
出去。说时迟那时快，
胡明和迅速
在医院里，他把陈某交给备勤队
人了解情况，同时安排辅警队员
追进安全门。
友照看和处理，得知陈某并无大
立即呼叫救护车。
安全门后的楼道灯光昏暗， 碍后，胡明和才注意到自己头部
就在和当事女子僵持的 10 胡明和从三楼追到六楼。“其实， 和四肢多处被割伤，鲜血已将自
分钟里，
胡明和了解到，
轻生女子
在楼道的几十秒内，我有数次可
己的警服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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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事局船舶
交管中心发现 “利安9XX”
轮未按正常进港航线航行，
便立即通知厦门鹭江海事
处 ，协 调 正 在 附 近 巡 航 的
“海巡08178”船赶往现场。
海事人员询问发现，
“利安9XX” 轮计划停靠厦
门同益码头，却对厦门港航
道并不熟悉。由于该轮行驶
航线情况较为复杂，要通过
其正在航行的航线靠泊同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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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上午，厦门高速交警支
队民警张清龙、辅警张哲筠
巡逻到沈海高速公路 B道同
安路段时，发现一名衣着褴
褛的男子，缓慢地行走在应
急车道上，
民警遂上前查看。
经过询问，民警了解到，
该男子系莆田仙游人，因迷

民警等在事发地拉起了警戒线。
“大人搂着男孩，不知所措的样
子。”目击者说，很快 120急救
车也来了。经过检查，张女士的
儿子头部血肿，张女士则无明显
外伤。
随后，两人被送往了一七四
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昨日晚些
时候，张女士的儿子已经暂时出
院，回家休养。“是楼上安装空
调操作失误导致玻璃掉落的。”
知情人表示，掉落的玻璃来自事
发地点旁东方时代广场小区的
17楼。
目前，空调安装企业已与张
女士联系商量后续处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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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而误走上高速公路，其他
情况他说不清楚。通过观察
和交流，张清龙判断该男子
疑似患有精神障碍，张清龙
就将该男子带回中队。经过
半个多小时的谈话，得知了
男子家里的电话。当天 13时
多，男子的家人从莆田仙游
赶到了翔安，男子被顺利地
接回。
9154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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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少会掉馅饼，但有时候会
“祸从天降”。昨日下午，
张女士
带着儿子准备到思北公交站坐
车时，就被从天而降的玻璃伤
到。万幸，
两人均无大碍，
随后被
送往一七四医院接受检查。
事发地点位于思北公交站
后面的人行道，下午 3时许，张
女士和儿子正从此处路过，同行
的还有张女士的父亲。突然，附
近的店家听到了 “哐当” 的响
声。有人出来查看，发现一对母
子不时摸着头，身旁的地上还有
一些玻璃碴。“一扇窗户掉了下
来。”现场目击者透露。
这对母子很快被带到一旁
的安全地带，小区保安和赶来的

码头，有很大概率会出现搁
浅造成通航隐患。
“海巡
08178” 船立即引导该轮驶
向正确航道，最终该轮顺利
靠泊同益码头。
等轮船成功靠泊后，厦
门鹭江海事处执法人员随即
对该轮进行了安全检查。检
查发现，该轮存在船上未配
备纸质海图、电子海图未标
绘进港计划航路等重大安全
缺陷，执法人员按规定对该
轮实施滞留，并要求其立即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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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满载纸皮的小货车行驶
到金山BRT路段时，后斗的
纸皮传来烧焦味，司机一看
赶紧将车靠边停下。
火势蔓延得很快，司机
报警后，还试图拿出灭火器
扑 救 ，但是 只 是 “杯 水 车
薪”。随后，消防 官兵 赶 到，

在对现场进行警戒后，从不
同角度架设3把水枪进行扑
救，
火灾很快被扑灭。
为了确保灭火救援效
率，赶到现场的交警对仙岳
路金山路口往翔安方向进行
临时管制。所幸，事故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目前，起火原因
还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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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有企业委托，我司定于 2018年 5月 15日（星期二）15时在本
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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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房产过户税费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符合贷款条件的可协办贷款手
续，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看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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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2018年 5月 10日 17时 15分止（
报名以保证金
到账时间为准）。EFGPQRS)SOH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TSUH兴业银行厦门东区支行 R+H129500100100178615
NO/VH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 388号永同昌大厦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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