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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小伙走失
父母向本报求助

■特征：张福气，24岁，但看起来像17岁的
少年，身高155cm左右，皮肤较白，说话有点口齿
不清，身穿蓝黑色带帽羽绒服、黑色裤子，脚踏白
色运动鞋

■提醒：如果您有关于张福气的消息，请拨
打 110 报 警 ，或 与 张 先 生 联 系（手 机 号 码 ：
18950013667），也可拨打本报读者热线968820

本报讯（记者 赵荣宾）24岁的他，智商相当
于五六岁的孩童，然而他懂事、爱干净，还常常帮
忙料理家务。几天前，他突然走失了，父母心急
如焚，吃不好睡不好。昨日，父亲张先生拨打本
报读者热线968820，希望通过本报的报道，找回
心爱的儿子。

张先生说，他来自南靖，儿子叫张福气。1
月10日，他到同安工业园上班，把儿子单独留在
宿舍。等他下班回家，儿子竟然不见了。他查了
小区的监控，才发现儿子离家出走。直到今天，
儿子仍然没有消息。

“以前他也会到附近走走，但不会也不敢跑
远，很快就会回来。”张先生说，虽然儿子患有智
障，但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对于这次
意外，一家人感到难以接受。连日来，他和妻子
彻夜难眠，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

张先生说，儿子今年24岁，不过看起来只有
17岁左右，身高155cm左右，皮肤较白，说话有
点口齿不清，那天离开时身穿蓝黑色带帽羽绒
服、黑色裤子，脚踏白色运动鞋。

当街伸咸猪手
男子疑精神异常
被警方送到救助站

本报讯（记者 吴俊鸿）贴在后面摸女子屁
股，还自称是在打招呼。昨日，一名女子在中山路
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出警将男子抓获，经查他
是一名流浪汉。

昨日下午3点左右，一部警车停在中山路附
近，一名女子报警说一名衣着褴褛的男子是“色
狼”。女子称，她在逛街时，一直觉得身后有人紧
贴着，后来屁股突然被摸了一下，她回头一看，身
后正是这名男子。

女子大喊“有色狼”，可男子自称不是摸她
的屁股，而是在跟她打招呼。女子不理会，赶紧
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发现男子神情异常，答非
所问，初步怀疑他是精神有异常的流浪汉，经过
批评教育后，将他送到救助站。

来回车费不同
乘客的哥起争执

本报讯（记者 程午鹏 通讯员 刘海英）同样
的地点打的来回，车费却差了7元，乘客表示不
理解，可的哥坚持是打表计费，双方发生争执。

10日下午3时许，三名游客来到机场要乘
坐飞机回唐山，见时间还充裕，于是打的到中埔
水果批发市场买了一些水果，又打的返回机场。

从机场到中埔水果批发市场，的士费11元，
但是从中埔水果批发市场回到机场，的士费却是
18元。三名旅客认为是的士故意绕路，要不为
什么同样的地点，来回的车费差了7元？的哥解
释说是打表计费，不存在绕路的情况。

双方在候机楼出发层的车道上争执，机场
公安分局民警见状上前了解情况，对双方进行劝
解。民警告诉三名旅客，厦门部分道路施工，确
实有些路段无法通行，不能简单以同一地点来回
的思考方式，考量打的费用。如果认为的哥绕
路，可以记下车牌号码，向出租车公司和运管处
投诉。经民警劝解，三名旅客表示不再追究。

的哥宁吃罚单
也要还乘客车钱
民警酌情处理，没有追究违停

本报讯（记者 程午鹏 通讯员 刘海英）乘客
大意，没找钱就下了车。好的哥宁吃违停罚单，
也要还乘客的钱。前日上午，事发机场候机楼出
发层。

候机楼出发层一直是即停即走，10日上午，
一辆联亿公司出租车在出发层违停，机场公安分
局民警正要过去纠正，的哥刘师傅主动说明了缘
由。原来，旅客戴先生乘刘师傅的车到机场，下车
付钱时，戴先生拿出一张百元大钞。本应找回85
元，但戴先生匆忙下车，忘了拿钱。得知事情原
委，民警让刘师傅把车靠边停放，随他一起到候机
楼大厅找戴先生。戴先生正在办登机手续，的哥
和民警找到他，他才想起来，紧紧地握住刘师傅的
手，表示感谢。鉴于刘师傅是向民警求助，主动归
还旅客的钱，民警表示不会追究其违停责任。

李建说，事故现场除了小耀军的尸体
外，还有一摊血迹。沿着小耀军头部的方
向，还能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血迹，长达
103米。“这些都是混在车轮里的血迹和脑
组织，为我们指明了车辆行驶的方向。”

另一组民警根据这条线索，调取沿
线各单位的监控视频。在附近广莱酒店

的两个监控中，民警多次看到目击者所
说的蓝色厢式货车。虽然，货车被路旁
绿化带遮挡，但仍可看到它身后紧跟的
那辆黄色出租车，与群众举报的线索十
分吻合。不过，由于货车车身灰尘太多，
且被树荫遮挡，民警看不到它的车牌号，
无法锁定嫌疑人。

本报讯（文/图 记者 曾嫣艳 通讯员
陈荣亮 曾德猛）位于大嶝大桥海底的进
岛原水管爆裂，大嶝自来水厂告急，导致
大嶝、小嶝、角屿等英雄三岛上的5500余
户居民断水。对海底爆管处进行维修大
约需一周时间，为了给英雄三岛“解渴”，
市消防支队和水务集团联手行动，消防首
次动用远程供水系统，铺设10公里水带
输水。

消防连夜启用远程供水系统

11日上午 10时半开始，翔安大嶝、
小嶝、角屿的居民陆续发现，自来水停
水。大嶝自来水厂的副厂长郑先生说，海
水退去后，他们发现是大嶝大桥海底的进
岛原水主干管道破裂，滩涂上出现了约5
平方米的塌陷坑，水管爆裂处估计在淤泥
下7米深。这次管爆导致原水无法输入
大嶝自来水厂，5500多户约3万多居民的
用水成难题。

翔安区政府连夜开会部署多部门应
急抢修工作，但是维修有难度，可能需要
7天时间。昨日凌晨2时，市消防支队调
动海沧兴港消防中队、新阳消防中队远程
供水系统，向翔安增援集结，参加远程供
水行动。

昨日下午，直径 300毫米的黑色水
带，像一条“长龙”，顺着马路从安防科技
学院的二次供水蓄水池延伸往大嶝岛。
消防人员介绍说，这里距离大嶝自来水厂
有 10分钟车程，蓄水量为 500吨。以消
防远程供水系统的抽水能力，不用1个小
时，满池的水就会被抽干，蓄水池也需要

源源不断的补给，才能保证消防持续抽水
向大嶝供水。经翔安区政府协调水务集
团，在原有 3条补水管的基础上，临时增
加两条100毫米的补水管道，自来水从附
近市政管网输入，经过二次供水蓄水池消
毒后，通过消防水带加压，输往大嶝自来
水厂。

昨日上午8时，市消防支队远程供水
系统集结到位，水带的铺管工作展开。由

于铺设水带线路长，沿途经过不少村道、
工地路口，消防人员在为水带支起防护
架。相关部门组织了10个施工队，对沿
途路口进行挖掘作业，翔安驻军某部也派
出官兵，对沿途路障进行清理，确保消防
部门顺利铺设水带。

现场远程供水系统包括3台大功率
加压泵、8个大型集装箱式水带车。记者
在现场看到，要提得动水带，可非易事。

这些水带每条长200米，每盘重达500余
斤，无法使用人工铺设，必须通过水带车
机械铺设。

翔安区消防大队负责人介绍，与往返
运水相比，消防远程供水系统功率大、管
径粗，每分钟可供水 12吨，每小时供水
720吨，可基本保证大嶝水厂供水需求，为
保证供水压力，他们除了在安防科技学院
设置一台泵抽水，还在大嶝大桥桥头设置
了一台加压泵，经过二次加压后，向大嶝
自来水厂输水。

军警民齐动员沿途防护

水带铺设进行的同时，7辆洒水车也
没闲着，14名驾车人员分两班，24小时往
返于新店与大嶝自来水厂之间。大嶝自
来水厂的副厂长郑先生指着清水池说，这
个池是600吨的蓄水量，一辆洒水车每次
只能运8吨水，不间断送水也不够。“1小
时的出水量是300吨，如果不能源源不断
大量进水，两小时就放光了一池水。”他
说，从11日晚到昨日下午4时，这些洒水
车已来回30多趟，尽管这样，也只能分区
域分时段供水。消防人员介绍说，水带铺
设好后，蓄水池的水再加上补给，一小时
可提供720吨水，能满足自来水厂每小时
300 吨的出水需求，满足居民的基本用
水。为确保修管期间 10 公里水带的安
全，消防部门与当地派出所等组队，对沿
线展开不间断巡逻。

昨晚10点 35分，记者了解到，10公
里水带已经铺设完成，开始向大嶝自来水
厂供水。

肇事司机很后悔：
“因为我的疏忽，
害了一个家庭”

在民警的询问下，周某承认1
月 11 日下午 3 点 16 分左右，是他
本人驾驶这辆蓝色轻型自卸货车
经过肇事地点。他说，当时并没有
发现车旁的孩子，也没有发现任何
异常情况，仅仅感觉到轻微颠簸，
还以为是压到了石头。

在看到车上残留的大量血迹
和脑组织时，他才意识到，经过肇
事地点时车辆的颠簸并非压到石
子造成的，而是一个孩子被车碾
压。

“我也是个父亲，我懂得这个
道理。”在与民警的对话中，周某
说，自己靠运送沙石赚钱养家，有
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在得知
自己撞死一个年仅6岁的男孩时，
他后悔地说：“因为我的疏忽，害了
一个家庭。”他表示，会配合警方妥
善处理此事，将对死者家人的伤害
减到最低。

《大嶝供水主管道破裂多部门联动应急供水》后续>>

铺设10公里水带 为英雄三岛“解渴”
消防昨首次动用远程供水系统，一小时可供720吨水，基本保证大嶝水厂供水需求

《碾压男孩后逃逸，太无良！》后续>>

一辆货车在岭兜撞死6岁男童后“消失”，现场线索很少

警方连夜追击
肇事者被刑拘

妈妈买了新衣服
小儿子却不在了

离事故现场十多米远的院子
里，简易搭盖的平房一字排开。来
自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小耀军一
家六口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
单间，门口堆满了废品，里面则摆
了两张床、一个液化气炉和其他杂
物。小耀军的爸爸在私人保洁公
司当保洁员，妈妈在一家餐馆当送
餐员，夫妇俩一个月的收入加起
来，还不到4000元。

虽然经济不宽裕，但一家人
过得其乐融融。要不是这场车祸，
一家六口正准备热热闹闹地过春
节。十多天前，小耀军的妈妈咬咬
牙，用一年省下来的钱给四个孩子
添置了过年的新衣服。

“给小儿子耀军买的是一件
皮衣，连同裤子、鞋子，一共花了
160元，是他最好的衣服。”妈妈说，
刚买来的时候，小耀军对新衣服爱
不释手，甭提有多开心。如今，这
套衣服再也等不回主人一起过
年。妈妈把小儿子的衣服洗干净，
默默地塞进塑料袋里。

链接

“你不许走！”昨日下午1点左
右，在小耀军遭遇车祸的路口，小
耀军的父母拽住一名身穿黄色衣
服的工人不放，“要不是你们把土
头垃圾倒在路边，占了道路，我儿
子也不会被逼到马路上，不会被车
撞死！”

记者在现场看到，事发地是
一个四岔路口，分别通往工厂、居
民区和市政主干道，附近还有一座
在建大楼，路况并不好。路边堆放
着一些废弃的石块、渣土等土头垃
圾，占了半条路。

小耀军的爸爸告诉记者，事
发时，小耀军跟在哥哥姐姐后面，
还差十多米就走到家门口。这个
路口原本开阔平坦，但一个星期
前，附近工地把土头垃圾堆在路
边，导致路面变窄四五米。小孩只
能从马路上绕过去，货车开来时，
孩子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因此酿
出惨剧。

车祸发生后，土头垃圾被人
连夜清走，然而，第二天，工地工人
又推着板车，在那里倒土头垃圾，
被小耀军的父母逮了个正着。夫
妇俩一人一边，死死拽住工人的手
腕，任凭旁人怎么劝，就是不肯松
手，工人的工友只好报警。2分钟
后，民警赶到现场。在民警的劝说
下，小耀军的父母才哭着把工人

“放了”。

为尽快查清肇事车的车牌号码，民
警来到市110指挥中心，利用科技手段分
析肇事车的行驶轨迹。终于，民警利用
卫星定位，确定尾随肇事车的黄色出租
车并找到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表示，事发时他的确跟在
一部蓝色货车身后，但并没有注意到前方
有事故发生。无论他如何回想，都记不起

前方车辆的车牌号码。至此，案件一度陷
入僵局。民警再次通过监控视频查找肇事
车。最终，在吕岭路三安电子路口的左转
弯车道发现肇事车辆，但车牌号码还是非
常模糊。为此，市110指挥中心召集各部
门警种共同对车牌号码进行技术处理，对
车牌号码进行洗清放大，最终看清了车牌
号，将肇事车辆锁定。

当晚9点半左右，根据车牌信息，民
警与车主周某取得联系。此时，周某正
在洪莲路某出租屋内休息，得知自己的
车撞到人时，他顿了顿，说：“车子就停在
我家边上，我马上来跟你们会合。”

到达周某暂住地时，民警查扣了肇
事车辆，并当场对肇事车进行勘查，发现
肇事车的右后轮和车轮间的轮毂及挡泥
板上均有大量血迹和脑组织。由此证
明，该蓝色轻型自卸货车应为肇事车辆。

记者调查

土头垃圾堵路
造成安全隐患

本组文/图 本报记者 陈莼
吴海奎 曾嫣艳 实习生 张徐欣
通讯员 刘永林 陈秉德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周某
驾驶一辆满载沙石的蓝色厢式货
车，来到岭兜社区聚州监测站附
近。突然，车子颠簸了一下，一个
6岁男孩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前天下午 3点 16分，6岁男孩小
耀军在家门口被车碾压，当场死
亡，肇事车当场离开。（详见本报
12日A05版相关报道）

事故发生后，思明警方启动
应急预案，调动交警大队事故预
防处理中队警力，成立侦破“1·
11”交通事故肇事案专案组，兵分
两路在事故现场附近展开调查取
证，收集线索。前天晚上10点，
在思明交警大队事故预防处理中
队的连夜追击下，嫌疑车辆及嫌
疑人被锁定，案件告破。嫌疑人
周某于昨日上午 6 点被刑事拘
留。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
中。

海蛎壳堆路上
臭味四溢引投诉

本报讯（文/图 记者 赵荣宾 卢漳华）靠山
吃山，靠海吃海，同安西柯镇丙洲村位于海边，许
多村民以卖海蛎为生。近日，当地村
民陈先生向记者反映，丙洲村
的公路上经常堆满海蛎
壳，臭味四溢，卫生环境
很差。

前天下午，记者
来到丙洲村，发现在马
路上堆了不少用绳子
串起来的海蛎壳。“他们
把海蛎壳倒在路中央，让
车轮碾压，然后再取回绳
子。有时堆得很高，车辆根本躲
不开。”陈先生说，每次开车从这里经
过，都要小心翼翼。沿着国祺中学旁的马路，记
者又发现两大堆海蛎壳。

昨日下午，记者就此事联系了丙洲村的陈
书记。他告诉记者，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以前村
里曾准备规划一块用地供村民集中生产加工，但
是未能得到积极响应，因此没有推行成功。他表
示，针对海蛎壳占道问题，将派人和村民协商，加
以劝导，还将把情况汇报给镇政府，商议对策。

“我们到场时，现场只有孩子一个
人，倒在血泊中，很可怜。”这是办案民警
李建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事发后，他一
天一夜没合眼。

事发时目击者甚少，仅有小耀军姐姐
含糊的回忆：“好像是一辆蓝色货车”。李
建与同事初步处理了事故现场后，就开始

对现场进行逐一走访。在对周边群众的
询问中，他们基本认定一辆车牌号码不清
的蓝色厢式货车具有重大嫌疑，且获得一
个重要的线索：附近工地的工人看到，这
辆蓝色厢式货车后面紧随着一辆黄色出
租车。但工人当时身处19层的高楼，根本
看不清车牌号。

追
击
全
过
程

1 现场回访 工人提供线索 时间：1月11日下午3点30分
地点：岭兜社区聚州监测站附近

3技术处理 认清嫌疑车车牌 时间：1月11日晚上8点
地点：市110指挥中心

2监控连接 锁定蓝色货车 时间：1月11日下午5点30分
地点：岭兜西路广莱酒店

4找到司机 证明是该车肇事 时间：1月11日晚上9点50分
地点：洪莲路蔡塘村口

嫌疑人周某。

事发现场有一堆垃圾土头。

沿路监控拍到肇事车。

小耀军一家陷入悲痛。

消
防
人
员
铺
设
远
程
供
水
管
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