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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乘警来到这一节车
厢，
男子就跑向下一节车厢；男子
来来回回在五节硬座车厢内与乘
警玩起“躲猫猫”。
5月15日上午
9时许，在厦门至兰州Z126次列
车即将到达终点站时，厦门铁路
公安处乘警支队乘警林雨钦终于
抓住了这名与他“捉迷藏”的男
子，
原来该男子是在逃人员。
14日上午，林警官在Z126次
列车上例行巡查。当他巡逻到1
号车厢时，看到一名男子猛然从
座位上站起来，
神色有些紧张，并
向卫生间走去；出卫生间时发现
乘警返回，男子又走到下一节车
厢。
当乘警走到五号车厢时，发现
这名男子又进入卫生间逃避乘警
的检查。
林警官觉得奇怪，守候在
旁，
等男子从卫生间出来后，便要
求其出示身份证和车票。男子不
情不愿地掏出了身份证。经过查
询，男子身份并无异常。不过，见
到男子躲闪自己，林警官还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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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多加留意了。
15日上午9时许，
Z126次列
车将抵达终点站兰州。乘警发现，
该男子一改之前的低调，跟周围
旅客侃侃而谈。
于是，
林警官再次
上前要求男子出示证件。男子这
时有些得意忘形:
“昨天不是查
过了，
是不是看我帅，
又要看一下

我的帅照？
”
男子的得意忘形很快消失殆
尽。
经乘警支队值班室核查，该男
子涉嫌诈骗，于5月15日被甘肃
警方网上通缉。
男子称，本以为自
己躲过了一劫，却不曾想快到目
的地时被抓了。
目前，此案仍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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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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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一只小浣熊吱吱叫着，铁笼
上则贴着一张 “我很萌，求收
养”的纸条。显然，这只小浣熊被
人遗弃了。好在过路的好心人并
没有视而不见，而是把小浣熊交
到了林业人员手中。
前日晚上8时，正在文灶准
备打车回家的陈女士，发现路边
摆着个铁笼子，笼子里的小动物
正抱着火腿肠吃得欢快。陈女士
看到，笼子上贴着“我很萌，求收
养”的纸条，便想把小动物带回
家饲养。不过，陈女士的朋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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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这只小动物像是野生动物，
没有饲养经验胡乱喂食可能会
害了小动物。于是，陈女士就把
这只小动物送到了梧村派出所。
昨日，这只小动物被转交给
了林业人员。林业人员表示，这
是一只小浣熊，
“虽然小浣熊被
遗弃在路边，但路过的好心人很
多。大家在笼子里摆了苹果、火
腿肠，小浣熊吃得特别开心。
”随
后，林业人员把小浣熊送到了中
山公园动物园，那里将成为小浣
熊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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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o|.昨日，一则“两
名男子携砍刀在同安入室盗
窃” 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
引发市民热议。这真的是发生
在厦门吗？厦门市公安局表示，
该消息不属实。
5月16日，厦门警方发现，
不少市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一
个视频，视频内容为5月9日凌
晨，两名男子疑似正在实施入
室盗窃，并称事发同安某小区。

经调查核实，目前同安警方暂
未接到相关报警，而此前在网
上已陆续出现过相同内容，还
变换成“珠海、
惠州、
吴川”等不
同地点的多个版本。
厦门警方表示，将重拳打
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市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
厦门警方也提醒市民朋友，不
信谣、不传谣、不随意传播来源
不明的信息，造成不必要的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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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日前，家住集美
的王女士接到集美一美容店发
放的广告单，
上面写着“进店便
可免费领取一瓶洗面奶”。
进店
后，商家称需先检测皮肤，并在
她脸上涂抹产品，吸出很多黑
色污垢。商家表示，洗净需要收
费，
不过可免费做祛斑祛痘。
然而，
在做完这些后，王女
士觉得脸部发红发烫；商家表
示，出现这样的情况，代表她的
脸部皮肤需要修复，而修复需
要收费……就这样，王女士在
美容店精心布置的“连环消费
陷阱”下，
花了5000多元。
事后，王女士将该商家投
诉至集美市场监督管理所。经
调 解 ，商 家 同 意 退 款 人 民 币
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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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集美市场监督管理
所接到市民李先生投诉，称其
日前花了 28元在集美一家商
场内，购买了两包用胶带绑在
一起销售的饼干。当时从外包
装上，李先生无法直接看到两
包饼干的生产日期。然而，
当他
隔天打开包装时，却发现其中
一包饼干已过期。
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检查
后，
发现该投诉属实。经调解，
商家退还李先生 20元，
并赔偿
人民币 100元。(u* +,y'z v.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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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的 pi
ckup修复技术，
会通过重度牙周
为了关爱老人，
提高厦门市老年人口
腔健康水平，实现“尊老爱老、老有齿依、 病即刻拔牙、即刻种植、即刻负重病例展
开讲解，
此技术能充分满足全口、半口、多
老有口福”的目标，进一步倡导世卫组织
(
WHO)
8020计划，
5月 26日上午 9:
00 颗牙缺失、无牙颌种植的咀嚼习惯，突破
了传统种植技术的局限，让疑难病例也可
在厦门登特口腔医院将举办 “关爱缺牙
以种牙，保障上下牙咬合的舒适度，吃东
老人，新牙口福计划”大型种植牙公益科
普讲座，市民朋友可拨打 0592-5139999 西更有劲，实现口腔种植功能和美学统
一，满足缺牙人群更高需求，受众多牙医
报名免费参加。
推荐。
讲座现场，为了让市民更直观、立体
缺牙市民可拨打 0592-5139999免
了解 3D精准数字化种植牙技术，包括微
费报名参加，
名额仅限 30名。
创、
不翻瓣 punch外科技术，以及当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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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6日上午 9:
00
b\ef;
厦门登特口腔医院一
楼学术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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