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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夜晚，
湖畔，到此散
步的市民不少。一边吹着湖风，
一
边欣赏
湖的夜景，自有一番
惬意。但前日晚上，
市民刘女士却
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在
湖西
堤一条街散步时，她忽然被 “天
降”鱼钩钩住了脚踝，
铁钩深入皮
肉，剧痛不止，最后只能去医院拔
出鱼钩，
打了一剂破伤风抗毒素。
“夜晚在
湖畔散步的人
那么多，黑灯瞎火的，垂钓者甩杆
实在太危险。”市民刘女士拨打晨
报热线 8080000反映，希望有关
部门能有相关措施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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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 20时许，市民刘女士和
母亲在
湖附近散步。刘女士
说，她们平时有饭后散步的习惯，
大多时候都在白鹭洲公园内散
步，
“昨天刚好女儿没有和我们一
起，我和妈妈打算走大圈，就到
湖靠近马可波罗酒店一带”。步
行至事发地附近时，刘女士看到
岸边有一排垂钓者。走近时，
刘女

士有意离他们稍微远一点。
“我走着走着，就感觉好像被
鱼线绕住了，当时没有在意，继续
往前走。”但随后，
刘女士忽然感
觉自己的裙子被缠住，紧接着右
脚踝一阵刺痛。她低头一看，
一根
铁钩已经扎进了皮肉。
她一声喊叫，引起了周围市
民的注意。由于鱼线十分结实且
紧紧缠着脚踝，
根本无法解开。一
名垂钓者上前剪断了鱼线。看见
鱼钩深入肉中，大家都不敢轻举
妄动，
劝刘女士赶紧去医院处理。
“当时黑灯瞎火的，
周围垂钓
者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始作俑者
是谁，真倒霉，出来散步却成了
‘美人鱼’。”刘女士告诉记者，
本
想报警，之后又着急去医院处理
伤口，
就不了了之了。

曾山隧道前，一辆广东牌照
的白色小车一晃而过。驶离隧道
后不远，
这辆小车就不见了。以
伪装躲避侦查，
是这个驾车跨省
入室盗窃团伙最擅长的事。厦
门、湖北、湖南、广东，该团伙一
路逃，一路作案。7月 24日，这
伙人再次返回厦门时，就被尾随
的民警抓获。昨日，思明刑侦大
队对外通报了这一情况。
7月 4日 22时，家住曾厝
的庄女士报警称，家中柜子里
的 1万多元现金被盗。民警现场
勘查发现，
小偷是撬开阳台防盗
网进入房间的，
盗窃后再原路离
开，
“嫌疑人下手的目标是高档
小区。当天 18时许，嫌疑人进
入小区后就一直在徘徊，寻找合
适作案目标，直到 21：
30，盗窃
后再翻墙离开小区”。
民警认为有团伙作案的可
能性。“嫌疑人在曾山隧道入口
上了一辆广东牌照的白色小车。
小车在离开隧道后不久就不见
了。”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小
车离开隧道后，
驶离了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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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区域，有十多名市民正在垂
钓，
大部分为中老年男子。现场跑
步、散步的市民也不少，岸边的垂
钓者占据了道路大约三分之一的
位置。岸边还有“注意安全、防止
落水、
严禁下水、
禁止捕捞”标语。
#$
记者看到，垂钓者都自带装
b./cde$fgh
备：一把折叠椅、一支鱼竿、一个
事后，刘女士一直觉得后怕。 袋子和一个桶。垂钓者之间还会
她庆幸当时没有带着孩子一起散
相互交流“今天钓了几条鱼”“去
步，更庆幸鱼钩只是钩到脚踝，皮
哪个市场买饲料更划算”等。
肉伤而已，
没有伤及要害。
“早上 5点我就过来了，一直
昨日 17：
30左右，记者来到
钓到早上 8点回家，现在又过来
了事发地附近。这里是垂钓者密
了。”一位热爱钓鱼的市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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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6日，民警发现这伙
嫌疑人已逃往武汉，于是立刻赶
赴武汉。民警表示，这伙嫌疑人
非常狡猾，逃窜速度很快，一路
从武汉、湖南逃到了广东。7月
24日，这伙嫌疑人返回厦门了。
这一次，
思明刑侦大队安排了两
路民警追踪，
誓要将其抓住。
在市局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当天 15时，民警发现嫌疑人驾
车停靠在环岛路沿线。三名嫌疑
人下车，
正在沙滩旁的阴凉处乘
凉。民警抓住时机上前抓捕。
经审讯，嫌疑人梅某照、梅
某冰、梅某栎三人为老乡，均有
吸毒。其中，
梅某照、
梅某栎有盗
窃前科。他们驾车结伙在广东、
湖北、厦门、漳州等地入室盗窃
10余起，
涉案金额 30多万元。
在团伙中，梅某冰负责开
车，
梅某照、
梅某栎负责盗窃。他
们选择的目标基本是小区一二
楼，
以撬开防盗网的方式入室盗
窃。民警在其车子后备厢里，找
到多件作案工具。为了方便逃
跑，作案时，嫌疑人还会换上专
门的运动鞋。
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案
件还在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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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行人通行，此外，甩杆也容易
产生安全隐患。
对于
湖畔是否能够垂
湖畔是否能够垂钓？昨
钓，
市民持不同意见。垂钓者老王
日，记者联系了
湖保护中心。 认为，他钓鱼的时候不会乱动，一
相关负责人介绍，
湖从西堤
般情况是安全的，散步的人偶尔
别墅西南端的步行桥至入水口， 会凑近看，
但一般不会靠得很近。
约有 2.
6万平方米的水域设置为
“政府修建步道就是给市民
禁钓区。除此区域禁止垂钓外，
其
走的，在这个地方散步休闲的市
他区域并未明令禁止垂钓，事发
民很多，
此处钓鱼非常危险。”刘
地属于未禁止垂钓的区域。
女士呼吁，有关部门应该规划专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垂
门的垂钓区给垂钓者，禁止在人
钓，
但我们并不主张垂钓。”相关
群密集区域垂钓。对此，
您怎么看
负责人表示，由于步道较窄，垂钓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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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CD昨天，厦门在副热
带高压的控制下，开启了“烧
烤模式”，天气晴朗炎热，不仅
紫外线等级达到最高，且气温
较前一天继续升高。
昨 天 白 天 ，最 高 气 温 达
35℃以 上 ，岛 外 局 地 气 温 达
38℃以上，是一个高温日。尽
管午后岛外部分地区出现了雷
阵雨，
但是对于缓解高温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
根据气象部门的介绍，本
周前期，厦门主要受副热带高
压控制，
天气晴朗炎热，中后期
受热带低值系统影响，多降水
天气，
气温会有所回落。今天，
厦门仍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
天气晴热，易出现午后局地热
对流天气。预计市区午间最高
气温可达 33℃-34℃，岛外部
分镇街将出现 35℃以上的高

温天气。
其中，
思明区、翔安区最高
气温可达 34℃-36℃，其余各
区最高气温可达 35℃-37℃，
局部超过 37℃。户外工作者需
注意防暑防晒，尽量避开午间
高温时段作业。
明天，厦门的气温将有所
回落，以阴天到中雨的天气为
主。白 天 ，最 高 气 温 会 降 到
30℃左右，算是最近一阵子比
较凉爽的天气了。
再来关注台风的消息。8
月 1日 -4日，
厦门会受南海热
带低值系统（有可能发展为台
风）的外围环游影响，将有较
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
8月 1
日 -2日雨势较大，有中雨，
局
部大到暴雨。同时，气温回落，
最高气温将回落到 30℃上下。
可以说，
这又给厦门送清凉了，
十分“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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