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地男子打来报警电话，
称自己在宾馆被人殴打还被
喷辣椒水，但当民警详细询问
相关情况时，此人却吞吞吐吐
不肯详说，凭着职业敏感抽丝
剥茧询问，民警最终发现了案
件背后的隐情。昨日，记者从
漯河市公安局了解到，目前犯
罪嫌疑人谷某已被漯河警方刑
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男子打来报警电话 称被
殴打喷辣椒水

10月30日上午，漯河市
公安局顺河分局接到郑州籍
男子李某的报警电话，称其在
某宾馆住宿时遭到他人殴
打。老街警务队民警向李某
询问案情时，发现李某吞吞吐
吐，似乎另有隐情。在民警耐
心细致的询问下，李某最终说
出了实情。

原来，李某以前因工作关
系与在漯河某服装店上班的
女子张某结识。10月29日晚
上，李某来漯后约张某在宾馆

开房。10 月 30 日凌晨 3 时
许，正在熟睡的李某突然被闯
入房中的一名男子惊醒。该
男子自称是张某的男友，以李
某骚扰其女友为由，朝李某脸
部喷辣椒水，对其进行殴打，
并索要李某的家庭住址和家
人的联系电话。

李某自知理亏，表示愿意
赔偿其损失，并告知了其信用
卡密码。该男子拿走李某钱
包内大约1500元现金和两张
信用卡后，让李某写下了欠款
50万元的保证书，保证不再骚
扰其女友。

兵分三路走访调查 民警
设计智擒嫌疑人

弄清事情原委后，民警一
边围绕当天和李某开房的女
子张某展开调查，一边调取宾
馆住宿登记和现场周边视频
监控资料，发现案发当天在同
一家宾馆住宿的谷某十分可
疑，其与受害人描述的嫌疑人
体貌特征也十分相像。经进

一步调查，嫌疑人谷某35岁，
原籍临颍县。案发后，受害人
的信用卡曾在一注册地为舞
阳的POS机上消费8000元，
该POS机登记的机主正是谷
某。

为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抓
获归案，民警根据其活动轨迹
兵分三路，在漯河市区、舞阳
县和临颍县同时开展调查抓
捕工作。11月 2日10时许，
民警以欲加盟服装店为由约
谷某的女友张某见面商谈。
几番试探后，张某同意在漯河
市区某商场附近会面，老街警
务队民警迅速到该商场周边
进行布控。当日11时许，一
男子驾车载着一名女子来到
约定地点。民警经仔细辨认，
确认驾车的男子就是嫌疑人
谷某，随即冲上前去将其抓
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谷某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谷某因涉嫌敲诈勒索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本报讯 一辆厢式货车因
未年审且未购买机动车交强
险，被漯河交警暂扣，没想到
其间新乡警方却打来电话，驾
驶这辆货车的两名男子竟是
网逃嫌犯……昨日，记者从漯
河市公安局城关交管巡防大
队了解到，目前两人已被新乡
市延津县警方拘留，该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警方介绍，11月3日晚
9 时 15 分，陈某某驾驶冀
C0204×号牌轻型厢式货
车，载着唐某某在通过漯河
市公安局城关交管巡防大队
夜查卡点时，经验丰富的民
警发现陈某某形迹十分可
疑，但对该车驾驶员进行酒
精检测后发现其并未饮酒。
民警在对该车辆进行仔细检
查后，发现该车逾期未审验，
且未购买机动车交强险，随
即将车辆暂扣，并通知车主

第二天到大队违章处理室接
受处理。

次日，新乡市延津县警方
通过天眼系统发现该车被漯
河警方扣留，与大队取得了联
系。经过进一步比对确认，陈
某某、唐某某就是新乡警方要
找的两个犯罪嫌疑人。据悉，
二人乘坐火车到秦皇岛后，驾
驶冀C0204×号牌轻型厢式
货车，一路从秦皇岛开到漯
河，沿路盗窃电瓶，疯狂作案，
新乡警方利用天眼系统，沿路
追踪将近一个月时间。

随后，民警立即拨打陈某
某电话，通知其到大队违章处
理室接受处罚。11月6日上
午10时34分，前来处理违章
的陈某某、唐某某，被提前换
好便装的民警当场抓获。

目前，两人已被新乡市延
津县警方拘留，该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 一名拾荒老人
流落村庄里，晚上竟躺在一危
房中过夜，当民警赶到询问信
息时，对方却称自己已经500
岁了。这是咋回事？昨日，记
者从漯河市公安局了解到，原
来这名老人是周口市郸城县
人，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现已
被家人接回了家。

据警方介绍，11月8日
下午6时许，临颍县公安局皇
帝庙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皇帝庙乡邓庄村发现一名走
失老人。接到报警后，民警刘
培带领辅警高冲、滕永鑫立即
赶赴现场。

村里群众向民警反映，
该村近几天出现了一名衣衫
褴褛的陌生老人，经常见其在
村里的垃圾桶捡拾废品，在一
个废弃已久的院子内晾晒被
褥。民警来到那个院子，发现
里面长满了荒草，院内的三间
瓦房没有屋门且屋顶已经塌
陷，屋内地上躺着一个老人，
盖着非常破旧、单薄的棉被。
民警俯下身将老人唤醒并询
问有关情况。但令民警感到
哭笑不得的是老人称自己姓
孙，已经500多岁了。

经过耐心交流，民警隐约
听出老人说出周口市郸城县
汲冢镇某村。随后，民警劝说

老人离开危房先去派出所。
但老人始终不愿意离开。经
过民警耐心劝说，答应为其安
排住处，老人这才愿意跟民警
到派出所。回到派出所后，民
警将老人安排在值班室，先为
其倒了一杯开水，然后端来热
饭热菜。民警安鹏辉与周口
市郸城县汲冢镇某村的村干
部取得了联系，经过反复沟
通，找到了老人家人的电话。
老人的侄子孙先生接到电话
后，表示马上赶往临颍县公安
局皇帝庙派出所接其回家。

“太感谢你们了！他今
年农历正月初九离家外出后
就不见了，家里人到处寻找，
可一直没有找到……”当晚
11时30分许，孙先生开车带
着家人来到了皇帝庙派出所，
见老人安然无恙，激动得流下
了眼泪。

待其家人情绪稳定后，
民警详细了解了老人的情
况。原来，孙老汉今年71岁，
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没有儿
女，一直由其侄子孙先生照
顾。今年春节时，由于孙先生
比较忙，一时疏忽让老人离家
后走失了。

随后，民警将老人和其家
人送上了车，叮嘱孙先生把老
人接回家后一定要好好照看。

外地老人忘记回家路，民
警挨家挨户去寻找

记者了解到，11月13日
上午11时40分许，一名七旬
老人向汽车站正在执勤的辅
警求助，称想用电话与家人联
系。执勤辅警看到老人年纪
较大，且神色慌张，略带疲惫，
就赶紧将老人搀回岗亭稍做
歇息。正在此时，巡逻至此的
机动岗岗长张楠，主动帮老人
联系起了家人。

但张楠按照老人所说的
电话号码拨过去后，却发现电
话已经停机。“老人说他是周
口市郸城县李楼乡人，已经来
漯河一个多月了，平时住在女
儿家。”张楠告诉记者，但今天
老人的女儿去上班了，女婿也
去医院看病了，老人独自一人
出了家门后就迷了路。

眼看老人精神有些恍惚，
答什么都似是而非，张楠只得
叫上另一名机动岗岗员王尚，
两人带着老人徒步在车站附
近转悠，挨家挨户询问住户和
商户。约一个小时后，三人终
于在漯河市人民公园后门北
侧的铁路旁（南菜园里面），找
到了老人女儿租住的地方，并
把他安全交给了房东照看。

迷路老人穿梭车流中，民
警拦下帮忙找到家

无独有偶，就在这位老人
被送回家后不久，11月13日
下午3点10分左右，在市区嵩
山路与黄河路交叉口蓝天岗，
辅警杨亚楠又发现了一位迷
路老人。“当时我看到这位老
人不顾车流一直往马路中间
走，就赶紧过去把他扶到了路

边岗亭。”杨亚楠说，没想到老
人却满脸慌张，连声说自己找
不到家了，不知道该往哪走。

见状，杨亚楠详细询问起
了老人的家庭住址等信息，但
老人却只模糊记得自己从一
个部队大院出来，附近有人民
会堂，其他信息就一概不知
了。恰在此时，巡逻至此的班
长李占营了解情况后，便让老
人坐上警车向海河路军分区
方向寻找，每遇一个小区就停
下车来，细问老人是不是此
处、是否有印象。

众人就这样一路找去，当
车停在紫荆花园小区时，老人
情绪变得激动了起来，李占营
便与老人一起下车，并询问门
卫是否认得老人，在得到门卫
肯定回答后，李占营将老人交
给了门卫照看，细细嘱咐过后
才转身离去。

外地男在宾馆遭人殴打喷辣椒水
民警调查揭开真相 智擒犯罪嫌疑人

漯河民警3小时救助两位迷路老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王明慧 文图

临颍民警成功救助走失老人
老人称自己已500岁了 原来患有精神疾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殷广华

俩男子驾货车
沿路疯狂盗窃电瓶

短短3个小时，漯河市
区内就有两位老人迷了路，
且都说不清自家地址。幸好
他们都遇到了热心的漯河市
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示范
大队民警，想方设法帮他们
找到了家。昨日，向记者提
起这两位迷路老人，民警也
提醒各位家有老人的市民朋
友，进入秋冬季节后老人走
失现象也逐渐增多，最好能
在老人身上放置联系方式。

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等信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殷广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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