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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名消防员组成新机场灭火救援分队

2016年进驻“板房营区”
后

星期三

对建设工地调研工作一日未断

护航新机场建设 消防地图即时更新
目前，距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竣工还
有不到50天，
而13名大兴消防支队消防员
却已经守卫机场建设近两年半。900多个
日日夜夜，面对每天都有施工变化的建设
工地，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摸清新建工地
的每个角落，随时更新消防地图，做机场
建设全天候的
“贴身”
护卫。

过两天就被掩埋了；别看这里还在挖深
坑，几天时间地基就已打好……每天调研
完，指战员们就把当天调研获得的新情况
录入电脑，修正前一天做好的消防地图，
让它伴随新机场建设的
“成长”
和
“壮大”
。
建设单位从最初的三十几家增加到
现在的100多家，经过不间断的调研，分
队指战员现在已经对目标做到门儿清：
一听单位名称，就知道它的施工现场在
哪里，施工材料是什么，附近的道路和水
源情况怎样。

13名指战员护航组分队
住板房护航新机场建设
2016年12月6日，13位从大兴消防支
队各中队抽调出的指战员，组建成立新机
场灭火救援分队，进驻由临时板房搭建而
成的营区。
“一开始，这里都是荒地。我们原来
走北门，但现在只能走西门了。”李栋指
了指北门的方向。他今年29岁，
来自大兴
支队生物医药基地中队，是灭火救援分队
的指挥员。
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现在北门围墙
因为施工需要，电信信号井被拆除，院子
也被挖除一部分，三辆消防车只能停放在
院子里，
原本狭小的空间显得更为局促。
走进板房内，看到的是一个消防队原
本该有的模样：
干净的房间、
整洁的内勤和
一群火焰蓝的指战员。分队配备也是非常
的精良：
斯堪尼亚泡沫车、
奔驰AT泡沫车、
沈阳捷通十八米高喷车和800余件消防装
备。
“我们的目标是为机场建设保驾护航，
任务是对机场建设实施
‘贴身’
看护。
”

沙尘多只能在车库锻炼
条件差但调研从未间断
“刚来的时候，生活用品只能由支队

坚持大火情
“零”
纪录
开展驾驶员安全授课

灭火救援分队为新机场建设护航
定期配给。没法开火，我们的吃饭问题在
城建指挥部食堂解决。”说话的是郑广，
分队的另一名指挥员。郑广今年24岁，
来
自大兴支队采育中队。
“ 这里整日黄沙漫
天，基本没法在户外训练，在室内也不敢
开窗，半小时灰尘就会积一层，再加上各
种切割、焊接，空气质量也不好，只能在车
库里锻炼。
”
建设初期的北门前是一条主路，因
为 工 期 紧 ，一 些 施 工 单 位 24 小 时 不 停

工 ，车 流 量 很 大 ，车 辆 过 减 速 带 时 ，整
个分队板房都在抖，指战员们经常半夜
被震醒。
郑广说，
“板房冬冷夏热，而且工地因
为施工经常停水停电，有时候一周停个三
四次，夏天洗不了澡是小事，而对于靠水
灭火和靠电联络的工作任务而言，这可是
件大事。”条件虽然艰苦，但分队成立的第
二天，对建设工地的调研就开始了，至今
未间断过。

找“店主”打玻尿酸 女子左眼失明
注射造成受害人八级伤残

店主以非法行医罪被判刑并处罚金

今年 23 岁的宋婧在非正规机构注射
了自行购买的玻尿酸，期望能填充额头，
结果出现左眼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症状，
最终导致左眼失明。事后，宋婧父亲向警
方报案，并举报店主非法行医。北京昌平
法院近期已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一针没打完就头疼、
眼花
2017 年 11 月 12 日，宋婧在朋友肖雪
的陪伴下来到了北京市昌平某小区找赵
琪注射玻尿酸。
“那里既不是美容院也不是医疗机
构，应该是住处，但屋里有一张美容床。”
肖雪回忆，当时宋婧带着不知道哪里买来
的玻尿酸，
说来找赵琪填充额头。
在敷过麻药后赵琪就开始打针，
“一
针还没打完，宋婧就喊左边头疼，左眼也
看不清楚，全是白的。”肖雪说看到宋婧吐
了两次之后，马上将其送往医院就诊，并
通知了她的父母。
到医院后，医生初步诊断宋婧可能
是因为进行额头玻尿酸针管注射，堵塞
血管导致的。宋婧当天做了一个全脑动
脉造影+眼动脉溶栓手术、颈动脉造影手
术和大动脉造影手术。经过医院诊断，
她是因注射玻尿酸导致其出现左眼视网
膜中央动脉阻塞症状，现遗有左眼视力
损害已达盲目。

宋婧通过
“老师”
介绍购买的玻尿酸
随后，宋婧的父亲到公安机关报案，
举报赵琪非法行医。

女子左眼已属八级伤残
宋婧告诉民警，是赵琪介绍的一位
“老师”告诉她哪里有卖玻尿酸的，随后
宋婧通过这个“老师”添加了卖玻尿酸的
人的微信。
“ 赵琪还让我多买点，剩下的
留给她，她再给别人打。”所以宋婧一下
子就买了 6 只。
据赵琪供述，她并不知道宋婧手中
的玻尿酸是哪里来的，她自己是在租住
的小区内经营皮肤管理的，店铺并未在
工商进行注册备案，也没有卫生许可。
赵琪说自己曾在 2015 年到丰台一家美

容培训机构学过两个月，并不会辨别药
物真假，也没有医师从业资格证，只知道
是往皮下组织注射，如果打错会出现血
栓、恶心头晕。
据检方指控，赵琪在未取得医生职业
资格的情况下，对宋婧进行额头玻尿酸针
管注射。而经司法鉴定，宋婧左眼盲目损
害后果构成八级伤残。
2018 年 10 月 11 日，赵琪自行到北京
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投案。公诉机关认为，
赵琪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应当追究其刑
事责任。

店主非法行医被判 1 年多
经法院审理查明，赵琪在未取得《医
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
下，在北京市昌平区某小区住房内从事医
疗美容活动。经鉴定，宋婧的损伤程度为
重伤二级，
左眼功能障碍构成八级伤残。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赵琪向法院预交
纳赔偿款 8 万元。
法院认为，赵琪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
而非法行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
法行医罪，依法应予惩处。2019 年 3 月
13 日，赵琪因犯非法行医罪，被昌平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零 9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王浩雄 通讯员 牟文洁

黑救护车抢地盘“死磕”
真救护车
两人先后两次撞救护车
家住河北廊坊的王力和马欢通过挂
靠外地医院的方式，在北京开起了私人
救护车，通过搭载就诊后的病人回家来
赚钱。因认为“同行”抢了自己的地盘，
两人先后两次在右安门医院门口驾驶私
家车撞向对方救护车，阻挠接送病人并
造成多车受损。5 月 14 日上午，丰台法
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王力、马欢因犯寻衅
滋事罪，分别被判处 1 年零 5 个月和 1 年
的有期徒刑。

两次恶意撞救护车
根据检方的指控，2018 年 12 月 18
日，王力在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门前，因
争抢私人救护车生意，驾驶自己的小轿
车冲撞一辆山西一正式医院的晋 B 号牌
救护车，经鉴定修复价格为 2.4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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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要
“保护生意” 现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刑

次日上午，马欢为了争抢私人救护车生
意，又在右安门医院门前，驾驶私人小轿
车冲撞他人驾驶的一辆辽宁省一正式医
院的辽 C 号牌救护车，经鉴定损失情况
为 4280 元。

认为被抢走了生意
2018 年 12 月 18 日，二人被北京市公
安局丰台分局民警抓获，后赔偿被害人经
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公诉机关认为，王
力、马欢二人任意损毁他人财物，应当以
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面对公诉人指控，王力表示没有异
议，认罪认罚。他称和被撞车辆一方的驾
驶员李某此前就认识，都是同行。
“在案发
前几天，来了一伙儿抢生意的，本来约定
4500 元拉一位河南病人回家，却被李某
他们把生意抢走。”王力称自己当时生气，
就用车撞向对方，让他们也做不成生意，
还打电话叫来了马欢。
马欢表示，自己的救护车是从外地医
院买出来的正规救护车，里面有医疗设
备，还和外地医院有执照的医生进行合

作。
“因为北京的救护车不出外地，所以我
们自封领地，负责将右安门医院的病人送
回家，
但常有来抢生意的。
”
马欢说，平时是王力的爱人负责在医
院发卡片做业务，按照每公里 6 块钱的价
格拉病人回家，
“我们撞的救护车是同行，
是来抢生意的。第二天我开车回到医院，
又看到了一辆外地牌的救护车。”马欢为
了阻止对方拉走病人，
“ 保护生意”，头对
头地撞向了该救护车。

两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公诉机关认为，王力、马欢二人长期
盘踞在右安门医院附近，为巩固自己非法
经营救护车的地盘，先后撞击李某等人驾
驶的救护车，导致两车受损，病人不能去
往外地，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最
终，王力因犯寻衅滋事罪，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零 5 个月，马欢因犯寻衅滋事
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王力不
服，
提出上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王浩雄

工地环境每天在变
消防地图即时更新
摸清机场45平方公里的建设工地面积
内，有哪些单位以及重点单位、道路、水源
和人员等情况，
这是中队首要的
“六熟悉”
。
李栋他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建设工
地每天都有新变化，昨天这里有条路，过
两天就成工地了；今天这里有个消火栓，

新机场灭火救援分队成立至今共接
处警82起，警情相比其他中队少，其中火
警超过50%，而且绝大部分是秋冬季节荒
草引发的。荒草类警情有季节性特点，特
别是临近春节，工地留守人员多为年迈门
卫，加上工地毗邻乡村，春节期间普遍有
燃放烟花爆竹的情况，分队为应对这一情
况，
每天都会进行杂草湿化工作。
要做到火情少，冲锋在前与预防宣传
必不可少。为培养工人用电安全及防火
意识，分队会深入各施工工地发放宣传品
和集中授课，针对工地内车流量大且多为
大型渣土车的情况，每周都会开展驾驶员
安全授课，提示行车安全。有的施工单位
在听完课后，会主动来中队参观，咨询问
题。航站楼的四层大厅日前已经封顶。
在剩下的四十几天中，
13位灭火救援指战
员表示会继续努力，圆满完成“新机场护
航”
任务。
文/本报记者 孙政洁 通讯员 刘丙涛
统筹/张彬

后半夜加强巡逻
海淀窃案降三成
近期，针对入室盗窃类案件
季节性高发的特点，海淀警方加
大对入室盗窃类案件的打击力
度，开展以社区为重点的后夜巡
逻防控，
特别是每日零时至 6 时，
组织社区民警、警务联络员、物
业保安、群防群治力量开展高发
案 楼 房 小 区 徒 步 巡 逻 ，逢 疑 必
查 ，武 装 巡 逻 车 组 街 口 定 点 震
慑，着力抓现行、打团伙。从提
升群众防范意识入手，印制防范
“划片”
“ 溜门”等多种作案手段
的安全提示单，开展“撒网式”防
范宣传。
据了解，4 月份以来，海淀警
方破获入室盗窃案 42 起，
刑事拘
留涉嫌入室盗窃罪嫌疑人 27 人，
此类案件警情同比下降 30.8%。 警方抓获盗窃嫌疑人并起获赃物

划片贼开锁 一晚连偷三家
近日，海淀公安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抓
获一名划片开锁盗窃嫌疑人，现场起获一
台被盗电脑，
核破案件五起。
5 月 6 日，在海淀区四季青某小区凌
晨接连发生了三起入室盗窃案件，经过民
警对现场进行细致梳理发现，两名嫌疑人
是通过划片开锁的方式进入到事主的房
间，并盗窃了财物。四季青派出所按照分
局统一部署迅速启动“四级联防”机制，组
织社区民警、警务联络员、小区物业保安
力量及社区群防群治力量集中开展打防
管控工作。一方面社区民警与警务联络
员深入社区加大宣传力度，提示住户夜间
锁好门窗；另一方面与小区物业、社区群
防群治力量一起加强社区巡逻力度，并由
派出所打击力量在小区主要出入口开展
蹲守打击工作。
5 月 9 日凌晨 3 时许，四季青派出所
再次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家中被盗，丢
失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及一部相机。正在
附近开展巡逻的民警及安保力量立即前
往现场，将被盗事主的单元楼进行封闭并
逐层逐户开展排查。
就在排查过程中，派出所再次接到另
一名群众报警，两名可疑人员正在他家的
门口企图将房门打开。被发现之后两名
嫌疑人立即逃离现场。民警随即扩大搜
索范围，在小区周边发现两名嫌疑人的踪

影并对两人开展抓捕。经过追捕，民警将
一名嫌疑人当场抓获，在其身上起货了口
罩、手套、鞋套、帽子、开锁工具等物品。
同时在对案发周边进行搜查时，在小区一
处草丛内发现一台被盗的笔记本电脑。
目前，犯罪嫌疑人岳某某因涉嫌盗窃
罪已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核破案件
五起，
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初夏开窗午睡 盗贼有机可乘
5 月 9 日下午，一名事主匆忙来到海
淀公安分局西三旗派出所报案，称家里被
盗了，放在沙发上的腰包不翼而飞。起初
事主以为是自己忘记随手把包放哪儿了，
后经邻居和物业告知在凌晨 1 点多，窗户
外有响动，事主这才发觉自己的家进贼
了。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案
发小区开展侦查。
办案民警调取了事发时的小区监控，
同时向周围邻居调查取证。通过一系列
的调查后民警发现，该嫌疑人只身一人进
入小区，并且通过空调室外机进入事主家
里偷盗。由于北京正值初夏，不少居民选
择开窗睡觉，
这给窃贼可乘之机。
办案民警在锁定了嫌疑人后，立即对
嫌疑人的行踪展开调查。11 日凌晨，
办案
民警在回龙观将嫌疑人抓获。该人对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海淀警方已将其依
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提示

发现有贼先报警 避免直接对抗
海淀警方提示，离家外出前，即使出
门片刻，也切记随手关好门窗，不要因为
怕麻烦，麻痹大意，将门虚掩，窗户大开，
让不法分子顺手牵羊。如下班回家发现
门窗等有异常，切忌单人进入查看，以避
免碰见窃贼发生直接对抗，应立即报警或

同邻居一起进入，如发现有人，马上从外
将门闩死，召集群众围住并打 110 报警。
室内如果发生被盗，在警察赶到之前，不
要整理和触碰室内被翻乱的物品，以免影
响公安机关提取证据。
本组文/本报记者 叶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