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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男孩带着两岁女孩去
“远征”

两个
“熊孩子”
一小时徒步 1000 多米，
中间还横穿国道
家长心急火燎报案 被发现时两人还在不慌不忙玩耍

山东渔船禁渔期间
来东海非法捕捞贩卖水产品

两个
“熊孩子”
偷偷去
“远征”
（视频截图）。
本 报 讯（记 者 殷 欣 欣 通 讯 员
吴玲） 三岁的小哥小军带着两岁的
邻家小妹妹小糖去买棒棒糖，结果一
去不返，家长心急报警，通过监控录
像一路追寻，发现他们沿着马路一路
向东，中间还独自穿过斑马线。一个
多小时后，心急火燎的家长在离家
1000 多米的地方找到了孩子们。而
此刻，他们不惊不慌，正玩得投入，真
让人哭笑不得。
3 月 19 日中午 12 时许，家住鄞州
五乡仁久村的两名年轻妈妈哭哭啼
啼地跑到五乡派出所报案，称她们的
三岁儿子和两岁女儿在 1 小时前去小
店买棒棒糖再也没有回来，担心会发
生意外。
其中一位妈妈梁女士说，她们两
家是邻居，都是住在五乡派出所附近
的仁久村。当天两个妈妈正在家里
赶零工，两个孩子像往常一样在家门
口玩耍。因为两个孩子总是要黏着
妈妈一起玩，无奈之下梁女士给了每
个孩子 1 元钱，打发他们去附近的小
卖店买棒棒糖。小卖店离家只有 20
米左右，平时家长也经常带孩子去买
东西。两个妈妈认为孩子对小卖店
很熟悉，也没有觉得让他们自己去有
什么不妥。可 20 分钟后，两个孩子还
没有回来，两位妈妈这才发现不对
劲，跑到小卖店问老板，老板说孩子
早就买完棒棒糖回去了，这下急坏了
家人。梁女士说，家人已经在附近找
了半小时了，
但没有找到。
了解情况后，民警首先派人到附
近寻找，随后带着两位妈妈去查看监

控，梁女士从视频里发现了正在行走
的小军和小糖，3 岁的小军穿着一件
白灰外套棉袄，2 岁的小糖穿着一件
红色的外套棉袄，两个小孩先沿 329
国道往西走了 200 米后，接着又折返
沿着马路一路向东走，他们在路边一
网吧门口玩耍逗留了 10 分钟，其中三
岁的小军还摔了一跤，但是没有哭。
随后，他们起身继续往东走去。接
着，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他们通过斑
马线穿行到路的对面。两个孩子一
前一后小跑着穿过 329 国道斑马线，
主干道车辆来来往往，看着让人捏把
汗，还好他们安然无恙地过了马路，
在路旁的河边玩了一会，随后便在监
控中消失了。
根据监控所指的大体方位，民警
和孩子家人分头寻找。20 分钟后，孩
子家人在河对面的一家厂门口找到
了两个正在玩耍的熊孩子。此刻，他
们正在很投入地捡石头，没有一点惊
慌。
两个孩子在离家的一个多小时
里，竟然徒步走了 1000 米的路，还独
自过了斑马线。
孩子找到了，两家人对民警救助
十分感谢，同时表示以后再也不麻痹
大意，会对孩子好好看护，防止类似
情况再次发生。
民警提醒家长说，不要让孩子独
自出去玩，更不能因一时疏忽大意造
成严重后果。同时，建议在小孩身上
放张联系卡片，以便于在紧急情况
下，民警或热心群众能帮忙联系到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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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陈琪） 近日，浙江海警二支队侦办
的“鲁寿渔 65XXX 号渔船非法捕
捞水产品案”由北仑法院依法作出
判决，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郑某、
黄某等人有期徒刑六个月到一年不
等 ，并 处 罚 金 若 干 ，没 收 鲁 寿 渔
65XXX 号 船 舶 1 艘 、扣 押 渔 网 5
张。
去年 9 月 6 日下午，正值东海
禁渔期间，浙江海警二支队接到报
警电话，称海上有艘双拖作业船涉
嫌非法捕捞。得知这个情况后，该
支队立即启动紧急预案，派遣一艘
海警执法艇前往事发海域处置此
案。
在海上航行近 50 分钟之后，执
法艇发现了可疑船舶，执法队员随
即对该船进行追踪，并获悉该船的
船名号为“鲁寿渔 65XXX”。等到
距离该渔船越来越近时，执法艇按
照指令向该船进行喊话，要求该船
立 即 停 船 接 受 检 查 ，并 拉 响 了 警
笛。听到执法人员的喊话后，这艘
渔船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大马
力改变航向，打算在茫茫大海上兜
圈子，
逃脱海警的执法检查。
此时，当地海面上已经刮起了
7 级风浪，为了保证该渔船的安全，
执法艇一度没有与该船靠得太近，

而是尝试通过不停喊话，请该船配
合执法。不过，每当执法艇尝试逼
近该船时，
该船就故意左右打舵，
并
用强光灯照射执法艇的指挥室，阻
扰执法艇靠近，
抗拒执法。
经过近 45 分钟的周旋，执法艇
执法人员金晓烽瞄准机会，从该船
左侧强行登船，终于成功控制了该
船，
并将船员制服。不过，
涉嫌非法
捕捞的双拖船中的另一艘渔船则趁
机逃离了现场。
在随后对该船进行的初步检查
过程中，办案人员却并没有发现任
何非法捕捞到的水产品。但该船船
长王某在回答问题时闪烁其词，避
重就轻，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金晓烽随后在王某交出的一堆账本
中发现了问题。
“账本上的数据与你
刚才说的有差距嘛，多出的鱼都哪
去了？”面对金晓烽义正辞严的问
询，王某只好承认，将 1 万多公斤渔
获直接在海上贩卖出去的违法事
实。
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
用的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都属于
非法捕捞，
情节严重的，
要处以三年
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
金。王某等人的违法行为，最终换
来的是法律的严惩。

抢时间乱变道、盯着手机骑行

外卖小哥违法行驶隐患多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胡志东） 每当送餐高峰时期，就会
有无数衣着鲜艳的外卖小哥穿梭在
大街小巷中。不少行人、驾驶员都
对一些外卖小哥的
“疯狂”
行驶捏了
把汗。在记者连续几天的走访中，
不少市民都提到了外卖小哥边骑车
边盯手机、车速快、急转弯、逆向行
驶等诸多行为。
昨天，记者从慈溪交警大队城
区中队了解到，因为外卖小哥的不
规范行驶，每个月仅造成住院受伤
的事故就有 2-3 起，而简单擦伤的
事故更是经常发生。行驶过程中看
手机、飞速行驶、猛然换道……城区
中队事故处理民警蔡炯向记者讲述
了他印象深刻的几个事故。
2016 年 5 月，在慈溪三北市场
南门前的解放路上，一名外卖小哥
因为在行驶过程中看手机，和迎面
而来的另一辆电动车相撞，造成对
方住院治疗。在监控视频中，记者
发现身着鲜艳马甲的外卖小哥一直
都低着头看手机，
单手行车，
“灵巧”
地绕过了石墩子后，车辆逐渐偏向
路面中央行驶。在与迎面而来的车
辆发生碰撞前，他根本就没有抬起

头来看一眼。
而 2016 年 12 月发生的另一起
事故中，外卖小哥则是以极快的速
度转弯后冲入机动车道，和一辆轿
车发生了碰撞。
“在监控中我们可以
看到，只要电动车驾驶员能够谨慎
行驶，
这起事故完全可以避免。
”蔡
炯说。
蔡警官说，自身安全意识缺乏
是一方面，更多的原因是外卖小哥
急着接单、送单，
想避免因差评带来
的损失。
“2016 年 12 月 的 那 起 事
故，
当事人告诉我，
因为当时自己的
单子很多，
心里也很急，
想要早点送
完，
所以就加快了车速。
”
蔡警官说，
在他处理的事故中，很多都是因为
着急送单或者接单引起的，
“ 多接
单、多送单，
的确能给他们带来更多
的收入，
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事故，
往
往是得不偿失。
”
交警提醒，无论是外卖小哥自
己还是外卖公司都应该重视安全问
题。
“一方面公司应该加强对外卖员
安全意识的培训，另一方面应该让
员工使用正规的车辆，同时对车辆
和员工人身安全进行投保，确保人
身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