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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嫣艳 通讯员 林
艺静）80 后的吴小清是南昌铁路公安
局基层所队唯一的女教导员。从警 16
年，她 5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5 次受到
嘉奖，荣获“福建省优秀女警官”
“福建
省巾帼建功标兵”和全国公安系统二
级英雄模范等。5 月 28 日，授予吴小
清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命
名表彰大会在厦门召开。

设立
“青少年维权岗”，
真情帮扶
吴小清现任南昌铁路公安局厦门
公安处龙岩车站派出所教导员，是该

二级英模！
这位厦门警花获公安部表彰
她叫吴小清，是厦门铁路公安处民警
局唯一的女教导员。她想群众之所
难、急群众之所需，截至目前，她设立
的“青少年维权岗”帮助青少年 210 多
人次，解救被骗传销人员 100 多人，捣
毁传销窝点 12 个，带领民警共查获网
上逃犯 349 名，查缴各类危险违禁品
4.9 万余件，查控各类重点人员 1.6 万
余名。从警以来，她 5 次荣立个人三
等功、5 次受到嘉奖，2 次获评优秀公
务员，11 次获评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南
昌铁路公安局和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公司先进个人，曾获“福建省优秀女警
官”
“福建省巾帼建功标兵”
等殊荣。

牵头成立
“女子查缉队”
，
屡建奇功
2005 年，吴小清从警校毕业后，
分配到南昌铁路公安局厦门公安处龙
岩车站派出所当了一名客勤民警。她
立足岗位，勤学苦练，充分发挥铁路站
车查缉优势，短短几年就查获网上在
逃人员百余名，牵头成立了厦门公安
处首支“女子查缉队”并屡建奇功。根
据龙岩地区女子和青少年被骗传销、
被拐现象多发的情况，她积极协调地
方有关部门，在龙岩车站广场设立“青
少年维权岗”，制定了“购票信息锁定

身份、监控视频查探线索、分析研判掌
握行踪”的打击解救模式，救助了一大
批离家出走、流浪、误入传销组织等重
点困难青少年群体，2013 年，该岗被
命名为全国铁路
“青少年维权岗”
。
从警以来，吴小清带领的警队先
后被授予福建省、国家级“青年文明
号”
。她说，
“我只是尽了一名普通民警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十几年来，
我始终
告诫自己，作为普通民警，身处安保一
线，
只要自己的付出能够换来铁路的长
治久安，再苦再累都是
值得的。
”

维修费用高 维修点难找

小家电“生病”难医
市民吐槽

师傅无奈

维修费接近新机价格一
半，与其送修不如换新

利润低、配件贵，平
台抽成还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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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都表示有过小家电维修
难的遭遇，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小家电维修存在定价难的问题。
此外，
现在小家电款式新，
维修硬件价格
贵，
不像以前小家电坏了，
更换保险丝等
简单配件就可以了。
”
有 20 多年家电维
修经验的张师傅告诉记者，
与 5 年前相
比，
来维修小家电的客户变少了，
现在他
一年仅维修10多件小家电。
“同样维修家电，修一台电视至少
能挣 200 元，修电磁炉或者小家电费
事不说，只能挣几块钱。有时碰到不
讲理的顾客，就是认为你没修好，三番
五次找你，恐怕还要赔钱。因此，宁可
不挣钱，也不接小家电维修的活。”专
做家电维修的詹师傅告诉记者。
在走访过程中，还有家电维修平
台师傅向记者吐苦水：他为了拓宽客
户资源，加入维修平台，现在每接一次
单，平台都要收取 30%的提成，所以小
家电维修的费用也随之上涨。

多邀请志愿者举办便民活动
选择服务完善的正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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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维修平台收取费用
维修需要的配件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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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价格太高市民宁愿换新
门店称只维修大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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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黄先生家里的电吹风
出现电流异响，这个电吹风保修单弄
丢了，但刚购买一年多，黄先生便想着
修好继续用。
黄先生先是提着电吹风，
在小区周
围找了一圈家电维修门店，
无果。通过
线上平台联系3家家电维修门店，
但对方
皆称，
门店主要维修空调等大家电。
黄先生随后拨打电吹风官方电
话，客服表示若没有保修单，客户需自
己支付配件费用。
“对方说是电吹风电
机出现问题，
换配件需要 20 多元，
还得
等 4 天后才能维修。
”
黄先生吐槽，
新的
电吹风才 60 元，维修竟要 20 多元，还
不能马上修好，
还不如买新的划算。
市民周女士也向记者反映，她花
198 元购买的电饭煲坏了，联系家电维
修门店，对方称维修电饭煲费用从 80
元到上百元不等，修好后还不负责保
修。
“维修价格达到新机价格的 40%左
右，我不打算修了。”
周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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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小家电的维修问题该如何
处理？记者联系了厦门市家庭服务业
协会名誉会长、秘书长谢赳。
谢赳表示，许多知名品牌的小家
电都有完善的服务体系，正规厂家生
产的小家电保修期一般为一年，在保
修期内的维修是免费的，建议市民在
购买小家电时不要只关注价格，而是
要首先选择正规企业生产的品牌产
品，其次通过正规销售渠道购买，最后
还要看产品的功能、安全等性能。
“正
规企业产品质量、配件及售后都有保
证，一旦出现问题也方便维修，维修价
格也透明！”
谢赳还点赞，厦门有些社区常举
办公益活动，不少小家电维修工也加
入志愿者行列，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便
利。除此之外，谢赳认为，小家电维修
工可拓宽业务范围，从而吸引更多客
源，也呼吁大家一起支招解决小家电
维修难题。

1.7 米大蛇
“躲猫猫”
本报讯（记者 张玉榕）重约 2 斤，
长约 1.7 米的大蛇，钻进公共自行车停
放处，缠绕在锁车的柱子上。昨日，这
一幕发生在湖里区南山路附近。
昨日上午 9 时许，
市民吴先生途经
湖里区南山路时，
一位环卫工告诉他路
旁的公共自行车停放处藏了一条大
蛇。吴先生走近一看，
只见一条体表呈
黑黄白三色环纹的蛇盘卧在角落。吴
先生报警求助，
野生动物救助志愿者何
火宝赶到。何火宝等蛇探出头来，
见机
抓住蛇的头部，
双手将蛇从锁车柱上抽
离出来，将其抓获。目前，该蛇已被带
回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动物临时
救助点，
将选择合适地点放生。

小猫头鹰
闯厨房

何火宝将蛇捕获。
何火宝将蛇捕获
。
（受访者 供图
（受访者
供图）
）

领角鸮来到市民家中。
（受访者 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玉榕）昨日
下午 2 时许，住在东浦一里的庄女
士报警，前天晚上，家中来了一只
小猫头鹰。
据庄女士说，
小猫头鹰站在厨
房的电饭锅上摇头晃脑，庄女士怕
它饿着，取来面包和生肉放在它身
旁。
据野生动物救助志愿者何火
宝说，这是一只领角鸮幼崽，可能
是学飞时误入居民家中，猫头鹰白
天视线不太好，看东西时会摇头晃
脑。目前，该领角鸮已被带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动物临时救助点
观察，
随后将选择合适地点放生。

钱款
保住

本报讯（记者 房舒 通讯员 黄志辉）因为缺钱，
想在网上借贷，对方却要当事人先交钱才能批。近
日，就在当事人为筹钱发愁时，新民派出所民警陈
惠斌及时出现阻止：
“这是骗局！”
当天晚上 9 点多，新民派出所接到市公安局紧
急预警：辖区一居民很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
骗。民警陈惠斌第一时间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当
事人称，最近因家中遭遇急事，需要贷款，现在只差
一个步骤就能申请成功。陈惠斌马上追问还差哪
个步骤。
“ 对方要求先交 9000 元保证金才能放款，
我正为凑不够这 9000 元发愁。
”
当事人说。
陈惠斌当机立断，明确告知当事人，这是典型
的网络贷款诈骗套路，让其切勿转账。与此同时，
陈惠斌立即赶往当事人居住地与她再次确认。在
确认当事人并未转账时，陈惠斌现场还为其宣讲了
电信网络诈骗的其他套路。随后，陈惠斌协助当事
人将贷款软件及相关 QQ 号、群聊删除。
据介绍，这已经不是陈惠斌今年第一次劝阻
成功了。今年 3 月份，辖区有暂住人员疑似正在遭
受兼职刷单诈骗，陈惠斌找到当事人，并向对方揭
露了骗子的招数。在他的一再强调下，当事人表示
今后再也不会轻信此类骗局。

三人夜入工地
偷走大量电缆

建议

网上买配件自己修理。
实用性、普及率更高的小家电，
因何陷入维修难，该如何破题？记者
联系上家庭服务业协会人士支招。

原因

年 月
5
2021

现象

本报记者 张玉榕
近日，有市民发现，电饭煲、电吹
风等小家电的维修门店越来越少，小
家电坏了，不少人选择一扔了之，或

市民遭遇骗局
民警及时示警

全部
落网

本报讯（记者 房舒 通讯员 于鲁川）一夜两次
出入在建工地，3 名男子结伙盗走价值近 6 万元电
缆。近日，新圩派出所民警在排查了 200 多辆车辆
后，终于锁定嫌疑车辆，冒着暴雨将涉案人员抓获
归案。
当天清晨 7 点多，新圩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在
建工地的工作人员报警称，工地大量电缆被盗。
“经
过点算，损失近 6 万元。”面对赶到现场的民警，工
地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电缆都是近期需要铺设下
去的，平时放在地下室，用一道门锁着。清晨大家
返工回来，
发现门开了，
电缆都不见了。
经办民警王亚池介绍，在通宵排查了 200 多辆
过往车辆后，警方留意到，当日零时与 3 时前后，有
一辆面包车曾两次出现在附近，
并有所停留。
循线追击，两天后，警方抓获涉嫌销赃人员林
某，当场缴获全部被盗电缆线。随后，在张聪龙副
所长的带领下，王亚池、石乐千等民警一鼓作气，经
过 8 个小时的蹲守，于当晚 9 点抓获涉嫌盗窃的 3
名嫌疑人。
记者了解到，其中两人此前还是一家建筑公
司的执行董事和监事，两人坦言一念之差酿成祸
事。他们交代，当晚共分两次盗走了大量电缆，以
原价格五分之一左右的低价卖给了收赃人员，而拿
到的钱已经被他们还了信用卡。
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刑拘，案件仍在
进一步调查中。

小偷路边等车
民警路过认出

当场
拿下

本报讯（记者 房舒 通讯员 于鲁川 王燕玲）近
日，马巷派出所民警陈少寅下班跑步途中，瞄见街
边站着一名身穿黑色 T 恤的男子，就是下午在辖区
内盗窃手机的嫌疑人，
果断上前将其控制。
男子小易在马巷一家电动车店里上班，
当天下
午 1 点多，小易将手机放在门口桌上充电。刚好来
了一个要清洗电动车的活儿。等小易回来，手机不
见了。
“我离开也就十多分钟。
”
报警时，
小易回忆说。
马巷派出所介入调查后，通过监控视频看到
下午 1 点 54 分，一名身穿黑色 T 恤的男子经过店门
口，确认手机旁没人，男子调头回来拔下充电线，拿
起手机，
抬腿就跑。
根据获取的线索，警方展开侦查工作，全力搜
寻相关人员。当日下午 6 点半，陈少寅下班跑步，
经过马巷车站公交车站时，他瞄了一眼对面人行
道，发现一名身穿黑色 T 恤，站在公交站台上等车
的男子，与嫌疑人十分相似。陈少寅停下脚步，不
动声色地接近他。他拿着手机内的监控视频截图
与嫌疑男子比对，并悄悄拍下该男子照片，发回派
出所核实。
确认该男子就是盗窃手机的嫌疑人后，陈少
寅立即组织附近的巡逻警力，控制嫌疑人。经当场
突审，嫌疑人王某对其盗窃手机的违法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