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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公交遭贼手 乘客无奈
“求”
搜身
失主事后坦言不妥 车长表示很纠结 律师称乘客有权说“不”
□记者 张瞧 文图

核心提示 | “上班早高峰，一车人难道都要陪着等迟到吗？
”
“到下
一站停车搜身吧！大家都耗不起啊！
”……昨日清晨 7 时许正值早高峰，
在郑州市中州大道路边停着一辆满载乘客的 21 路公交车，焦急的乘客
在车厢内大声发着牢骚。原来，这趟公交车上有位女乘客发现新买的
手机丢了，公交车被迫停在了不是站点的路边。一些心急离开的乘客
主动要求“搜身”自证清白，到了就近的公交站点，丢失手机的女乘客站
在前门处，对将要下车的乘客逐一检查……

失主：
我知道搜身不妥，
但当时已经蒙了
昨日下午 5 时许，记者辗转联系上了
女失主，女失主不愿透露姓名，并表示自己
知道“搜身”的行为不甚妥当。
“ 手机没找
到，这是我这一周内丢的第二部手机了，今
天又去买了一部新的。”女失主表示，上一
部手机是在她下公交车时发现被盗的。今
天她发现手机被盗后并没第一时间想到要
搜大家的身，是车上乘客们主动提出的。
“我当时脑子一片混乱，都蒙了！心里急着
想找回手机，大家正好也这样提议，便这么

做了。”
女失主称，自己也是上班族，非常理解
其他乘客急于上班的心情。同时自己也明
白，一旦在公交车上丢了财物，除非能当场
抓住小偷，否则再找回来的机会就相当渺
茫了。
“ 因为在失主发现财物丢失之前，小
偷往往已经下车了。”女失主称，自己曾在
上车前拿出手机看过时间，见要乘坐的 21
路车前来，便顺手将新手机塞到了上衣的
右侧口袋，有可能那时便被小偷盯上了。

律师：
失主无权搜查乘客，乘客有权说“不”
“公交车上丢东西的事件较为频发，而
失主要找回财物是难上加难，这是全社会
普遍存在的一道难题。我们能够理解失主
的心情，但为此耽误大多数乘客的时间也
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往往涉及更多数
人的利益。”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业
务主管范俊霞律师在受访时表示，失主若
违反乘客的意愿强行进行搜身，就涉嫌侵
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乘客有权对此无理
的要求说“不”。若乘客自愿提出搜身来自
证清白，
就属于放弃权利的个人行为。

范俊霞称，在没有人掌握初步证据指
证某人为嫌疑人的情况下，采取对全体乘
客进行搜身的做法明显不妥当。
“搜查是公
安机关工作人员办案侦查时的一种手段，
就算报警后民警赶到了现场，也要按照公
安机关的程序依法取得搜查许可后，才能
进行搜查。”范俊霞指出，失主在主张自己
权益的同时，不能以牺牲或侵犯他人权益
为代价。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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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显示女失主对即将下车的乘客逐一进行了象征性的搜身

乘客：
急于下车的乘客表示宁愿被搜身
昨日早上，郑州市民闫先生向本
挺同情失主的，但也许她在上公交车
报热线反映，他早上 6 时 40 分坐上
之前手机就被偷了。就算是在车上
21 路公交车约 20 分钟后，一名女子
丢的，小偷那时也不一定还在车上
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慌忙跑
了。反观车上的其他乘客，今天天气
至车厢前部，向车长求助。
“当时车正
不好又赶上周一的早高峰，上班考勤
行驶在中州大道上，处于北三环站与
机制严格的单位，去迟到是要罚钱
晨旭路站之间。”闫先生称，车长是位
的！”
中年男子，得知此事后并未征求车上
闫先生称，在乘客们的强烈要求
其他乘客的意见，便将车临时停靠在
下，男车长得到女失主的同意后，便
了路边，并询问女失主是选择拨打
将车开至晨旭路站。公交车后门未
110 报警，还是他把车直接开到附近
开启，女失主站在前门这唯一的出口
的派出所。
处，对即将下车的乘客进行了逐一
“丢手机的是个 20 岁出头的姑 “搜身”。
“ 我本就要在此站下车换乘
娘。车未正常驶进站点，车厢内的一
其他公交车，主动将手提袋给姑娘看
些乘客已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一听
了，那姑娘也就是象征性看了看我的
说车长可能要将整车人带到派出所， 包，摸了摸我的口袋，还对我说了声
很多人开始不乐意了。”闫先生称，大 ‘谢谢’。毕竟是个女孩子，下车的很
家开始抱怨，甚至有急于下车的乘客
多都是大老爷们儿，不可能仔细搜。”
表示宁愿被搜身。
“换位思考一下，我

车长：
两方权益都要维护，只能先维护失主的权益
昨日下午 1 时许，记者在刘庄花
规定，遇到乘客丢失财物的情况，车
园北路段 21 路公交调度室见到了当
长要积极配合失主挽回财产损失。
时驾车的公交车长王刚良，王师傅当 “乘客投币上车，就是与公交公司达
即调取了车厢内的监控录像。记者
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运输合同，我们就
看到，清晨 6 时 45 分，天刚蒙蒙亮，在
有义务保障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但
鹿港小镇站，丢失手机的姑娘戴着红
也有义务将乘客顺利送达乘客要到
围巾，将背包放在胸前，与一众候车
的站点。两方权益都要维护，我只能
的乘客一起上车。7 时 02 分，车行驶
选择先维护失主的权益，万一小偷和
了 8 站后，姑娘突然从车厢后部跑到
手机仍在车上呢？”
王师傅称。
车厢前部，神色慌张地与车长交流。
当车厢内乘客得知女孩的遭遇
“女孩告诉我说她的手机不见了，我
后，一些急于上班的乘客提出愿意被
赶紧将车停靠在路边，拿出自己的手
搜身自证清白。于是，在晨旭路站和
机就问她的手机号，结果一打，发现
鑫苑路站，便出现了女失主站在车前
她的手机已经关机了，女孩当时急得
门 处 ，搜 一 位 乘 客 ，下 车 一 位 的 一
就流眼泪了。”
幕。
“大家都没有拒绝搜身，在失主下
王师傅称，他未进站停车这一举
车的那一站，除了一名学生未搜身
动引起了绝大多数乘客的不满，甚至
外，其余乘客都被搜身了，但并未找
有乘客对他进行了严厉指责。
“ 有个
到丢失的手机。”
王师傅称。
50 多岁的男乘客大声质问我，说若是
记者调看监控后发现，从女失主
因此耽误了他上班，单位扣他奖金、 告知车长手机丢失到女失主全车人
工资，就要追究我的责任！”王师傅觉 “搜身”后下车，1 站半路共历时 23 分
得自己很委屈，因为公交公司内部有
钟。

“印象河南·2015 省外媒体中原行”启动
□记者 李岩

本报讯 由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印
象河南·2015 省外媒体中原行”活动昨在
郑州启动。来自上海、黑龙江、吉林、山西
4 省市的 25 家主要媒体的记者由此开始了
为期 5 天的在豫集中采访活动。
启动仪式上，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仁海说，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河南有“九州心腹、十省通衢”的美誉。全
国主要的铁路干线和高速公路干线都途经
河南，省会郑州是全国铁路和高铁的“米”

字形中心。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
设发展已初具规模。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经
济大省、农业大省。河南地下文物居全国
第一位，地上文物居全国第二位，被誉为
“中国历史文化博物馆”。
据了解，
“ 省外媒体中原行”已成功举
办 7 届，此次采访团由来自上海、黑龙江、
吉林、山西 4 省市区的 25 家河南省外媒体
及河南 9 家媒体记者组成。即日起至 11 月
27 日，一行 40 余人将到郑州、开封、安阳、
许昌等地对部分工业企业、城建工程、文化
场馆等项目进行采访报道。

丝路节点城市
“互联网+”
指数 郑州第一
□记者 陈骏
本报讯 在“腾讯‘互联网+’指数”排
名中，郑州在“一带一路”10 个节点城市中
位列第一；作为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洛阳受邀参会并发言。昨日，在北京举行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传播研讨会暨新华
社“互联互通丝路行”成果发布会上，
“河南
元素”
频现。
今年 6 月 16 日，由新华社主办的
“中国
梦丝路梦”互联互通丝路行活动从洛阳启

程（详见本报 6 月 17 日 A11 版），耗时两个
多月，历经 18000 多公里。昨日进行的这
场成果发布会，正是对这场横跨欧亚大陆
壮举的“总结”。会上，由腾讯研究院发布
的“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城市腾讯“互联
网+”指数中显示，郑州市以“26.19”分的成
绩，
在 10 个节点城市中排名第一。
据了解，目前腾讯研究院已对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未含港澳台地区）、
351 个城市的用户移动端数据进行分析比
较，
郑州位列
“全国 10 强”。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厦1层132-5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3.郑州市农业路东段28号报业大厦一楼
4.郑州市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5.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5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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