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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哈”珠宝

店店员在布置展柜时，竟然把两托盘共

54 枚金戒指当垃圾扔了。 去年 8 月，增

城警方接到这样一宗遗失案。 经民警教

育，拾获戒指的黑衣男子归还了所有戒

指。

珠宝店 54枚戒指不见了

去年 8 月一天晚上 10 点多， 增城

区某商场已经打烊，但商场里的一家珠

宝店仍然灯火通明，店员们正在忙碌工

作。 原来，为了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吸引

买家眼球，提升销售业绩，店长决定连

夜将展柜里的旧托盘全部更新。“我们

把装有戒指的托盘一盘盘叠起来，再按

顺序把旧盘上的戒指收捡到新盘子

里。”珠宝店店员介绍说。店员们一直忙

到次日凌晨 3 点多。

第二天一早，开铺前按规定清点核

对金饰数量时，有店员发现，少了好几

排金戒指，足足两大托盘！ 店员表示，丢

失的金戒指一共 54 枚， 两盘的款式都

是花戒，按照当时的金价估算，这批戒

指价值 7 万多元。

店员反复查找、核对，又去凌晨丢

过垃圾的垃圾车处查看，都没有发现戒

指的踪迹，于是报警。 民警到场后，仔细

翻看了珠宝店的监控视频，并没有发现

可疑之处，因此基本排除了戒指被盗的

可能。

民警发现黑衣男子举止异常

没有丢失，也没有被盗，难道戒指

长翅膀了？ 民警通过监控视频，仔细查

看当晚店员更换新托盘的每一个细微

动作，很快就从中找到了原因。 原来，有

店员误把装有戒指的托盘当作空盘，再

把其他空托盘垒了上去。 后来，店员在

处理旧托盘时，没有逐盘进行检查就全

部扔了。

店员回忆说：“换下来的旧托盘用

纸箱装住，扔在商场后面的垃圾车上。 ”

从凌晨到天亮，经过那么长时间，如果

垃圾已被运走， 或者被人发现拿走了，

戒指找回来的机会十分渺茫。 幸运的

是， 那辆垃圾车整晚都没有离开过原

地。

据办案民警介绍，次日清晨 8 点半

时，有一名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对垃圾

车进行了整理和收拾。 珠宝店店员辨认

后说，黑衣男子是商场负责收运垃圾的

工人。 平日里，在垃圾清运之前，该男子

负责将垃圾车上的垃圾进行分类整理。

此次， 当珠宝店店员发现遗失戒指后，

曾向黑衣男子询问过相关情况，但黑衣

男子表示从未发现戒指。

民警通过视频观察黑衣男子在靠

近垃圾车之后的行为举止， 发现了异

常。“9 点半的时候，黑衣男子把箱子整

理后，又拖进了旁边的休息室。 往常收

垃圾，就是不停地整理垃圾，不会把箱

子拖进休息室去整理的。 ”办案民警产

生了怀疑：莫非他在垃圾车中发现了什

么？

经教育，男子交出所有戒指

珠宝店店员这才回忆起，当向黑衣

男子询问时，对方便说当天有另一个人

来收垃圾， 但一听店员说要去看监控，

对方就改口说记错了，是自己整理的垃

圾车，但其一直坚称，虽然自己整理过

垃圾车， 但没有见过托盘中有什么戒

指。

民警找到黑衣男子，想当面了解他

整理垃圾车的经过。 一开始，该男子怎

么都不承认， 后来经过民警做思想工

作，该男子才承认捡到了戒指，但只有

12 枚。又经过多次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

育，该男子最终承认，还有一部分戒指

放在他父母收垃圾的垃圾站里。 经过办

案民警耐心的法制教育和规劝，黑衣男

子终于说出了拾获戒指的经过，并带民

警到休息室和其父母的垃圾站，将珠宝

店丢失的 54 只金戒指全部交了出来。

经过办案民警的积极工作，珠宝店

的金戒指全部失而复得。 7 万多元经济

损失得以避免， 珠宝店店员都如释重

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从公宣 陈玉敏）

“要想做好社区警务，

最重要的就是和群众沟通。 ”这是广州

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龙潭派出所社区

民警孟虹印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是一名

入行 8 年的老警察， 也是一名共产党

员，对辖区群众和蔼可亲，对违法犯罪

嫉恶如仇。 2014 年底，他开始负责从化

区乌石村、上西村和下西村社区警务工

作。4 年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加班

加点，在社区警务活动和为群众服务中

做好每一件平凡小事，赢得社区居民的

交口称赞。

所在片区可防性警情下降近半

乌石村、上西村和下西村常住人口

共 8000 多人，辖区治安情况较为复杂，

吸毒等人员较多。 孟虹印不断完善管理

工作格局，不断强化对辖区涉毒人员的

动态管控。 去年 3 月初，当了解到涉毒

前科人员陈某有复吸的嫌疑时，孟虹印

马上组织工作人员多次主动积极上门

对陈某开展思想教育。 经过耐心感化教

育，陈某到派出所自首。 在被送往强制

隔离戒毒所的时候， 陈某对孟虹印说：

“谢谢你，孟警官，我一定好好戒毒，出

来重新做人！ ”

去年 5 月，乌石村入室盗窃警情有

抬头的趋势。 孟虹印一方面扎实深入地

进行防盗宣传教育，另一方面针对辖区

内相关人员进行分析研判，发现该村前

科人员欧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由于欧某

经常外出，孟虹印就多次上门，反复分

析他的落脚点， 最终现场抓获欧某，破

获乌石村入室盗窃系列案。 去年 8 月

底，辖区内一塑料厂发生品牌手机被盗

的警情， 孟虹印及时对该警情进行回

访，并从中发现被盗事主同宿舍的工友

有作案嫌疑。 经过大量的思想教育工

作， 该名工友主动承认盗窃手机的事

实，当场归还盗来的手机，并到派出所

投案自首。

在孟虹印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

龙潭派出所辖区警情大幅下降。 去年第

三季度， 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46%，

其中，可防性警情同比下降 46%；孟虹

印所在的帝田警务片区可防性警情同

比下降了 48%，受到上级领导和辖区群

众的一致好评。

走访全部村民深入了解民情

孟虹印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要想

做好社区警务，最重要的就是和群众沟

通。 ”刚被分配到社区组工作时，与群众

的沟通成了孟虹印这个西北汉子最大

的难题，粤语似乎成为横亘在他和群众

之间的“天堑”。

孟虹印勇于变被动为主动。 入户走

访的时候，他跟群众打交道时说着别扭

的粤语，手部动作也停不下来。 靠着这

样笨拙的方法， 他一次走访不成功，就

走访第二次、第三次，渐渐地与社区群

众熟悉起来，深入群众中了解民情。 在

入户走访工作中，孟虹印坚持在最短时

间内对辖区内三条村共近 2000 户村民

全部上门了解， 真正做到了不落一户、

不漏一人， 严格落实好见到每个人、熟

悉每个人的基本情况。

热心护送老人回家获好评

2018 年 9 月 1 日早上 9 时许，风雨

交加， 龙潭派出所接附近群众报称，龙

潭卫生院附近有一位老人家推着一辆

红色电瓶车在国道边兜兜转转，好像是

走失迷路。 龙潭派出所立即让民警孟虹

印尽快赶过去寻找该老人。

孟虹印到达现场后，没有发现老人

的踪影，他一边通过电话与报警人详细

了解情况，一边叫视频监控员沿线查找

相关情况。 经反复查看监控，监控员发

现有一名老人走在往龙潭村方向的琶

江路上。 孟虹印马上赶到琶江路找到该

老人，当时，老人漫无目的地在风雨中

走着。

经现场初步了解，孟虹印发现老人

精神尚好，但语言表达不清，不能清晰

说出自己叫什么名字、 家庭详细住址。

孟虹印一边向周边群众了解情况，一边

利用老人说出的“碎片”资料进行核查，

不断通过电话、社区警务工作微信群进

行通报。 很快，一名横江村的村干部认

出老人是该村的村民陆某，今年 79 岁，

家里无其他亲属，系村中五保老人。 孟

虹印了解情况后，用警车将老人安全护

送回家。 他尽职尽责、一心为民的工作

态度让老人感激不已，附近的村干部得

知老人平安回家后纷纷点赞，称赞孟虹

印是辖区的好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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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枚戒指误入垃圾车，幸好……

事发增城，拾获者经民警教育归还了所有戒指

拾金不昧不仅仅是美德， 也是

法律规定必须遵守的。依据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国 《民法总

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

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

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风雨天，他热心护送迷路老人回家

从化社区民警孟虹印认真做好一件件平凡小事获居民称赞

警方

提点

从化民警孟虹印工作照。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