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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 72公里的仙岳高架、成
功大道，
是厦门的交通主动脉。单
日超过 30万辆的车流，如同主动
脉上流淌的血液。当车流量过大
时，
主动脉运转负担加重。不时发
生的小事故，更会造成主动脉梗
塞。如何疏通主动脉，
是厦门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桥隧大队快速
路中队中队长苏海林日夜思考的
问题。
针对快速路车流量过大的情
况，苏海林梳理出一张易堵点地
图，安排队员定岗指挥，疏通车
流，起到润滑作用；碰上事故频
发，他探索出骑警化警务模式，让
有限的警力循环滚动。两招妙方，
双管齐下，提升警情主动发现率，
平均接处警用时下降，让快速路
一步步“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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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0月，一场事故暴
露出快速路存在的病症。苏海林
说，当时一辆超载的载沙货车在
仙岳高架上翻车，造成后面车辆

述位置。”苏海林交出的报告是一
张手稿图，上面清楚地罗列了两
条快速路的匝道口和易堵点情
况。
“手稿是我徒手画的，匝道口
位置不够准确，
仍需改进。”随后，
苏海林专门学习制图技术，依照
辖区电子版地图，制作了快速路
地图。
现在，在部署交通勤务计划
时，苏海林可以借助这份地图，安
排队员在相应的匝道口执勤。地
图上所有匝道口一目了然，队员
们能快速找到执勤地点。

式。所有队员骑着警用摩托车上
路，
机动灵活，
活动能力更强。
在实践中，苏海林发现仅依
靠骑警巡逻，
不能一劳永逸。快速
路的高峰平峰期各有特点，如潮
汐规律，
需对症下药。早晚高峰等
时段，车流大易拥堵，苏海林采用
定点岗执勤疏导车流，骑警巡逻
配合处理事故的方式；平峰期事
故较少，
就以骑警巡逻为主。
由于快速路过长，中队警力
有限，
用警必须精细。苏海林通盘
考虑 72公里全路段，给每位骑警
设定巡逻范围，做到巡逻定位如
下棋落子般精准。同时，
他优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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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报告，摸清了“病症”， 台号，队员在下达和接受指令时，
时，他通过来回巡查，摸清快速路
排队严重，就连清道车辆都被堵
接下来就要“治病”了。传统的人
更加清楚明了。
的基础情况；下班后、节假日，他
在路上。苏海林只能一边带着队
海战术，
并不适应快速路。“快速
此外，苏海林注重传帮带，把
跑到交警支队秩序部门，和同事
员清理路面，
一边疏导交通。这次
路双向长达 72公里，几十名队员
队伍中的好做法传递下去。他设
们探讨路段的痛点难点。10个月 ‘撒’在路面上，就如细沙撒进大
经历，让他意识到违法行为就像
计了一份 《快速中队警务工作手
后，
他给出了一份主动脉“体检报
是主动脉中的隐患，整治势在必
海一般。”苏海林生动地描述快速
册》，
把中队日常工作规范归纳整
告”。
行。此后，几乎每一天，苏海林都
路管理的难点。
理，组织队员学习。据了解，这是
“这两条快速路上共有 99个
组织一次专项整治行动，超载、超
在困境中，苏海林勤于思考， 交警支队基层中队的首创举措，
匝道口，有的转盘就有三四个匝
速等交通违法行为不断减少。
在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导
有效地提升队员的警务技能水
道口。这些匝道口没有统一命名， 下，创新探索出一套“网格化、分
清理隐患后，苏海林给两条
平，有利于打造一支来之能战、战
布置工作时，很难和队员准确描
主动脉做了 “全面体检”。执勤
拨次、滚动式” 的骑警化警务模
之能胜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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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朋友和表哥突然在网上向
你借钱，理由五花八门，你借还
是不借？厦门警方提醒市民，
“熟
人”突然来借钱，一定要和本人
确认，
谨防上当受骗。
10月 6日，市民小徐在 QQ
上收到大学同学“小陈”发来的
信息，对方称朋友出车祸，急需
一笔手术费，想让小徐帮忙先转
账。虽然小徐已经很久没与“小

陈”联系了，
但看对方十分着急，
于是马上扫描了“小陈”提供的
二维码支付了 1000元。
随后，小徐在大学班级群里
看到多个同学都收到了“小陈”
借钱的信息。当天晚上，真正的
小陈站出来澄清，称自己 QQ被
盗了，如果有人借钱别相信，这
时小徐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无独有偶，
9月 24日上午，
汪女士收到“表哥”的微信，称
由于当天微信限额，需要汪女士

帮忙代付一笔款项。汪女士开始
有所怀疑，便向对方发起了语音
通话进行核实，当时周围声音很
嘈杂，
“表哥”说了几句就挂了。
汪女士信以为真，便扫描对方提
供的二维码支付了 3288元。随
后，对方又要求她继续转账。这
次，汪女士打电话给表哥核实，
表哥说微信被盗了，让汪女士赶
紧报警。
厦门市打击治理中心民警
介绍说，近期冒充好友借钱类诈

骗出现回潮现象，诈骗手段也出
现“变身”，如增加微信、微博等
诈骗渠道，甚至骗子敢通过语音
联系受害人，
欺骗性更强。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收 到
“借钱”信息时，应第一时间打
电话向亲朋好友核实。此外，要
妥善保管社交账号，一旦发现账
号有异常，要及时向亲朋好友澄
清，
以免亲友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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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敲诈一名女子 4万元。昨
日，记者从杏林派出所获悉，该
男子已被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10月 5日晚 7点左右，开按
摩店的熊女士接到一名男子的
信息，
称要去店里按摩。10分钟
后，一位 30岁左右穿着橘色上
衣的男子进入店内，接受了拔
罐、
刮痧服务。
“你 这 按 摩 服 务 涉 嫌 违 法
了，我要拘留你 2个月。”在熊

女士拔罐结束后，谁料该男子不
仅不给钱，反而自称是便衣警
察，
要把熊女士抓起来。
该男子一边说，一边掏出了
一副“手铐”和一本黑色证件放
在沙发上，熊女士被吓得一时不
知所措。
该男子告诉熊女士，若不想
被拘留，
就必须拿钱给他。
“不许
找亲戚朋友借钱，
必须马上给。”
该男子对熊女士吼道。得知熊女
士身上没有现金，银行卡内也没
有存款时，该男子竟一把抢过熊
女士的手机，以熊女士的名义在

网上某平台办理了贷款，将贷的
4万元转入自己账户。期间，熊
女士几次欲夺回手机，但都被该
男子强行阻拦。
钱款得手后，该男子还威胁
熊女士必须马上离开厦门，否则
下次还来。
之后，熊女士觉得不对劲，
立即报警。杏林派出所立即展开
研判，
10月 7日在一 名 工地 宿
舍将该男子抓获。该男子姓杜，
因为迷恋网络赌博，不仅输掉了
2万元存款，
还经常借钱去赌博，
但每次都输得精光。

为了有钱去赌博，他开始在
网上找起了“赚快钱”的路子。
网上一篇帖子称可以冒充“便衣
警察”敲诈从事非法服务行业的
人员，
杜某看完后十分兴奋。
此后，杜某多次到熊女士店
里刮痧，均未发现熊女士及店内
其他人员有从事违法行为的痕
迹。一次聊天过程中，杜某得知
熊女士近期可能要离开厦门，急
忙于 10月 5日晚冒充“便衣警
察”对熊女士进行了敲诈。
目前，杜某已被集美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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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k结婚了几十年，夫妻间本
应相濡以沫，年过七旬的阿辉近
日却把妻子阿珍告上法庭。阿辉
的理由是，阿珍诽谤、虐待自己，
并拿走自己的大量财物、积蓄等。
近日，
思明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阿辉诉称，他曾多次发现妻
子与外人有不正当关系，但是妻
子不承认，两人遂互生怨恨。此
外，妻子还怂恿儿子拿走自己的
证件、
医药费和积蓄等。
阿辉表示，近期他需预备十
万元用于安装起搏器，故向法院
起诉，要求妻子归还相关证件，停
止诽谤、虐待自己，归还被拿走的
积蓄及多项财物，同时要求妻子
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20万元。
对于阿辉的诉求，妻子阿珍
称：
“他都是造谣诽谤，根本就没
有证据。”
思明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
证据加以证明。在阿珍全部否认
阿辉主张的前提下，阿辉并没有
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否实际发
生。此外，两人系夫妻关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阿辉要求阿珍
支付抚养婚生子的抚养费 20万
元没有依据。
最终，
思明法院一审驳回了阿
辉的全部诉讼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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