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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扶窗男孩

A05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长沙县一16岁男孩扶住断裂窗户相关报道

抱着摇摇欲坠的窗户到凌晨

辅警偶遇盗窃嫌疑人当场拿下

大风吹过，
18楼客厅窗户出现险情，
16岁男孩紧急处置

听到
“咚咚”
响原来是窗户裂了缝
7 月 11 日晚，一个人在家的向晨阳正在窗
台边休息。22 时 30 分左右，他发现窗外的风吹
得厉害，不时还有小雨飘进来，于是他将客厅
的窗户关了起来。
“我关完窗户后，一开始没注意到有什么
异常。”重新坐下后，向晨阳却听见窗户边传来
“咚咚”的声音。觉得不对劲的向晨阳又走到
窗边，看到了让他惊心动魄的一幕。
“ 我走过
去之后，发现其中一扇窗户的上部已经出现
外移了，窗户与边框的粘合胶裂开有七八厘
米了，螺丝钉也掉了几颗，这扇窗户已经开始
摇晃了。
”
原来，
“咚咚”的声音就是窗户在摇晃时发

出的。看着“摇摇欲坠”的窗户差点被风吹出
去，向晨阳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用双手抱住了
这扇窗户的左右两端，并用力往里拉。
“我家住
18 楼，很怕万一窗户掉下去砸到行人。”向晨阳
说，楼下有超市、停车场和多个夜宵摊，当晚还
有很多人在那里吃夜宵。
向晨阳告诉记者，虽然窗户很重，但他不
敢松手。
“就一直这样抱着，其间我用右手去拿
电脑桌上的手机，给我爸打了个电话，叫他赶
快回来看看。”向晨阳说，打完电话后，他又继
续用双手抱着玻璃，直到爸爸回来。
“中间有段
时间都快坚持不住了，我只好弯着腰，换个姿
势，缓解一下手臂的压力。
”

父亲赶到后与保安合力将窗户固定
当晚，向晨阳的父亲向进在外处理工作，
接到儿子的电话后，
他立马开车往回赶。
“晨阳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头很晕，快没力
气了，我还以为他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向晨
阳在电话里给父亲简要说了一下情况后，向进
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告诉我，他已经抱住
窗户很长时间，快没力气了，我就告诉他，让他
再坚持坚持。”向进说，如果窗户掉下去，后果
不堪设想，他只能一边尽快开车往家里赶，一
边联系小区物业。
“我让一个姓朱的保安在负一楼等我，我
把车停好后，就和保安一起上到了 18 楼。”12 日
0 时 15 分，向进走进家门，看见儿子依然紧紧抱

7月15日，
长沙县星沙尚都花园城小区，
16岁学生向晨阳正在演示自己11日晚用双手抱住窗户
近两小时的场景。目前，
窗户外部已加装了隐形防盗网。
视频截图

身边正能量
长沙县16岁的向晨阳最近经历了一场虚惊。11日晚，
他一个人在家时发现客厅
窗户出现外移，
这么大的窗户玻璃砸下去，
家住18楼的他想都不敢想。向晨阳当机立
断抱紧
“摇摇欲坠”
的窗户，
这一抱就是近两小时。
记者来到向晨阳家时，
维修工人已将这扇窗户拆下。记者试图用手搬起这扇重重
的窗户，
未能成功。7月15日，
向晨阳向记者讲述了事发当晚惊险的一幕。

本报记者满延坤 实习生项梦婷 方依琳 长沙报道
7 月 11 日晚，一场大风吹过，家住长沙县
星沙尚都花园城的 16 岁学生向晨阳，用双手
扶住窗户近两小时。
原来，
这场大风导致向晨阳家客厅的窗户
与边框之间裂开了缝，
几颗螺丝钉脱落。担心

住窗户两端，他立马与这名保安上前抱住窗
户，向晨阳终于坐在沙发上，喘了口气。此时，
他已经用手抱着窗户近两小时。
“后面又来了两名保安，我与他们一起抱
着玻璃，之前那名保安则下楼，找了一根钢管，
以便能固定住窗户。”向进说，由于钢管长度近
3 米，不能放进电梯，保安是扛着那根钢管，从 1
楼爬上 18 楼的。
钢管被搬上来后，随即被固定在了客厅的
内墙。随后，向进又从家中的一块床单上扯下
一截拧成绳子，一头连接窗户边框，一头绑住
钢管，将摇晃的窗户临时固定住了。整个固定
工作结束后，
已经到了 12 日的 1 时。

目前已取下窗户玻璃正在加固整修
7 月 15 日上午，记者来到向晨阳家时，三名
维修工人正在对窗户进行维修。
“ 先在窗外装
一个隐形防盗网，再把这些窗户都换掉。”向进
说。记者在现场看到，隐形防盗网差不多已安
装完成，之前的窗户也被卸了一扇，放在了客
厅靠墙的位置。
记者尝试着用双手搬起这扇窗户，却未能
成功。
“ 我们的窗户安装了双层玻璃，每一块
（玻璃）都有五六十斤重，一扇窗户有一百斤左
右，整个窗户足足有两百来斤。”向进告诉记

窗户掉下去可能会砸到行人，
向晨阳只得用双
手扶住窗户将其固定，这一扶，就扶了将近两
小时。父亲向进告诉记者：
“当时晨阳在电话
里对我说，
他头很晕，
快没力气了。
”
所幸，
“ 摇摇欲坠”的窗户最后被重新固
定，向晨阳的父亲正安排维修工人对整个窗
户进行维修。

者，儿子能坚持这么久的时间，确实不容易，
“挺佩服他的毅力。”
记者了解到，向晨阳所在的学校也会给学
生普及安全知识。向晨阳的班主任曹老师说，
学校每年都会有德育老师给入学新生上安全
教育课，包括高空坠物、防火防盗、游泳注意事
项等内容。
“ 除了理论学习外，还有地震逃生、
消防演练等实操部分。”曹老师说，向晨阳此次
通过自己的坚持与努力，避免了高空坠物的危
害，她感到很欣慰，
“晨阳同学好样的！”

96名消防员
扑救起火仓库
本报长沙讯 7 月 15 日上午
8 时 39 分，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位于望城
区太阳山路湾田国际五金机电城
C 区 6 栋仓储发生火灾。指挥中
心立即调派书堂山站、特勤二站、
金霞、伍家岭、特勤一、高桥站共
6 个消防救援站 18 台消防车 96
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支队全
勤指挥部值班领导带领全勤指挥
部遂行出动。
8 时 50 分，特勤二站到达现
场；9 时 07 分，支队全勤指挥部到
达现场。
截至发稿前，记者获悉火灾
已控制住，未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骆一歌

交警一眼识破套牌保时捷
本报长沙讯 7 月 14 日下午 3 时许，在家调
休的开福交警大队分控中心民警喻歆步行路过
开福区陈家湖社区，此时路边一台京 L 牌照的
黑色保时捷卡宴引起了他的注意，长期从事套
牌车查缉工作积累的经验让他觉得这台车牌照
“有问题”。
当即，他通过查询得知，该车去年有套牌报
案记录。喻歆立即将情况通报给辖区中队，七中
队指导员姚越随后赶到了现场。
然而，接电话的车主是北京的刘女士，对方
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自己的车现在就在北京，从
来没有来过长沙。车主的讲述进一步确定了推
测，是一台套牌车。
最终，民警通知拖车依法将嫌疑车辆拖走，
并通过短信将扣留车辆的情况通知驾驶人，目
前，正等待驾驶员到开福交警大队接受处理。
记者骆一歌 实习生廖敏君 陈湘莹

借金器给朋友撑场面，
朋友跑了
本报益阳讯 近日，
益阳赫山警方破获一起交
友诈骗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男，
26 岁，
娄底
人），
为受害人及时追回部分损失。
7 月 6 日 19 时许，赫山分局刑侦大队赫山中
队接到沅江市民文先生报警，称在万达广场地下
停车场被人骗走万余元黄金首饰。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开展侦查。经查，2020 年 1 月，文先生
通过某网络交友 APP 认识了一自称叫张某的男
子，双方互加了微信并多次见面。7 月 6 日上午，
张某以到益阳见女网友为由，邀集文先生开车和
自己一起去益阳玩耍。两人来到万达广场地下
停车场后，张某提出要借用文先生的金戒指和金
项链在女网友面前撑门面，
见对方言之凿凿，
文先
生并没有多想就将黄金首饰取下拿给对方穿戴，
两人一同进入商场后，张某以女网友变更了见面
地点为幌子，
趁文先生不注意快速逃离现场。
案发后，民警迅速查清嫌疑人真实身份并展
开抓捕工作，7 月 10 日晚，犯罪嫌疑人张某在长
沙县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刑侦大队赫山中队民
警立即连夜将其接回，并追回变卖金器所得赃款
7400 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还在侦查之中。
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陶梦霞 唐倩 通讯员孟靖涵 黄顺

行骗嫌疑人取保候审重操旧业

7 月 15 日，
长沙望城区太阳山路，
航拍发生火灾的湾田国际五金机电城 C 区 6 栋仓储。图/记者谢长贵 实习生邓哓娇

新环境前店长用
“指标房”
骗了35万元
花钱大手大脚欠下外债，
嫌疑人用虚假房产交易先后骗了5人
本报长沙讯 熟人介绍的内部房源，白纸
黑字签订的预付合同，
“买不到就退钱”的郑重
承诺，这看似“稳妥”的购房程序背后却是一场
以低价指标房为诱饵的新型骗局。6 月 30 日，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
嫌疑人冯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9 岁的冯某曾是新环境长沙县某门店店
长，
因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跟同事和网贷平台都
借了钱，
背了几十万元外债。2019年因为债务问
题离职后，
冯某一直待业在家，
生活困难。
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房屋中介的职业经验，
他
发现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在放房的过程中，
会保留

本报长沙讯 7 月 14 日，浏阳公安微信公众
号公布了一起辅警“偶遇”盗窃嫌疑人并将其抓
捕归案的事例。
6 月 14 日，浏阳市公安局大瑶派出所接到市
民邱女士报警称，她将一辆紫色本田牌女士摩托
车停放在大瑶镇瑶发街中国人寿保险门面内被
盗，损失价值约 3000 元。接着，大瑶镇又相继发
生了两起摩托车被盗案件。
接到报警后，大瑶派出所民辅警通过侦查，
发现两名戴着头盔、口罩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
疑，由于嫌疑人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民辅警花
了大量精力仍无法锁定 2 人的行踪。
7 月 2 日下午 4 时许，协助民警侦办此案的辅
警陈敏外出时，发现两名骑着摩托，戴着头盔、口
罩的男子很像摩托车被盗案件的嫌疑人。据陈
敏回忆，他当时马上跟上去，并向派出反映情
况。当跟踪到荷花境内东风加油站时，两人停了
下来准备加油。陈敏来不及多想，迅速停车冲上
去，牢牢控制住其中一名男子，同时亮明身份，请
求加油站工作人员协助，加油站工作人员迅速反
应，冲上去合力将另一名男子控制住。
案件破获后，民警积极为 3 位受害人追回全
部损失 9000 元。目前，王某、龚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通讯员朱艳平 记者满延坤 实习生项梦婷

一些房源进行私下销售，
即俗称的
“指标房”
。同
时，
冯某还了解到一些刚需购房者因房源有限无
法成功购买到一手房而开始转求上述指标房。
冯某认为从中有利可图，债务压力和金钱
诱惑让他决心铤而走险，动起了制造虚假交易
行骗的歪脑筋。于是他对外谎称自己和开发
商关系过硬可帮忙购买指标房，蒙骗了多名购
房意向者，受害人姚某就是其中之一。
姚某一直想在星沙买房，但因常年在广东
工作，便委托朋友刘某帮他寻找合适的房源。
2019 年 6 月，刘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冯某，听
说冯某能帮忙买到长沙县中建悦和城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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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后，便立刻通知姚某回长沙。姚某到中建悦
和城看过房子后十分满意，在刘某的陪同下和
冯某见了面。冯某为了让姚某相信，带来了一
份预付合同。冯某骗姚某说，购买指标房需交
10 万元作为购房预付款，他承诺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为姚某办好购房手续，若到期未能成功
购房，则将姚某支付的 10 万元购房预付款予以
退还,并约定按 10%的年利率支付违约利息。
因为是熟人介绍，又有白纸黑字的书面合
同，里面还明确了高额违约利息，姚某相信了
这“三重保险”，因有要事先离开便委托朋友刘
某办理相关手续。两天后，刘某告知姚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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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冒充电视台工作人员，诈骗 1
万余元被拘，因病取保候审期间不知悔改，
“重操
旧业”多次诈骗他人共计人民币 14 万余元。7 月
10 日，开福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犯罪嫌
疑人郭某佳提起公诉。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郭某佳为无业人士，因
无经济来源，萌生了诈骗他人钱财的想法。2018
年 4 月，郭某佳假冒电视台工作人员，以电视台需
要购买商品为由，诈骗某食品店负责人 11267 元，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因身患多种疾病，郭某
佳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取保候审。
被处以刑事强制措施并未让郭某佳反省，反
而将疾病当成“护身符”，在取保候审期间私自断
联，并“重操旧业”。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
间，郭某佳化名冒充湖南一知名节目组工作人
员，以帮助产品上节目宣传为由，诈骗多家公司、
酒店、餐厅负责人共计人民币 141000 元，所得赃
款被郭某佳挥霍一空。
开福区检察院于 7 月 10 日以诈骗罪依法对
其提起公诉。
记者周凌如 实习生喻志雪 通讯员周玮师 贺雨佳

条件已经谈妥，姚某便放心地将 10 万元预付款
以手机转账的形式转给了冯某。
直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姚某一直没等到冯
某为其办好购房手续的通知，于是赶紧联系冯
某，但发现已经无法联系上冯某。姚某察觉可
能被骗，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侦查，犯罪
嫌疑人冯某在 2019 年 6 月至 11 月期间，以购买
指标房为诱饵，用“购房预付款”、
“ 指标费”、
“购房定金”、
“ 好处费”等名义向姚某等 5 人实
施诈骗，金额共计 35 万元。到案后，冯某如实
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记者周凌如 实习生喻志雪 程艺梅 通讯员詹烨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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