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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扒窃案频发 数据显示戴耳机时手机最易被窃

扒手通过耳机线判断手机是不是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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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动

轨交发生两起“ 割包案”
“ 请乘坐地铁的人士引起注意，

刀片客最近开始忙起来了，早晚上
下班高峰时千万注意安全！”

日前，网友“ @安东尼罗宾”在
微博上称，自己在乘坐地铁时被人
用刀片划穿口袋，身上也被划出一
道伤口。同日，一名乘客乘坐轨交一
号线从上海体育馆站至莲花路站，
出站时其双肩包内的东西散落一
地，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包已经被
人从底部划开，在检查了自己的东
西之后，被害人发现自己少了一个
钱包，钱包内装有80元现金及少量
银行卡。

这两起“ 割包案”同时出现，立
即在网上引起了热议，警方也高度

重视。经初步判断，这两起案件应是
同一人所为。今年1月4日，警方立
案，并进行侦破。经过缜密侦查，警
方基本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但反扒
必须抓现行，在观察多日后，终于，
机会来了。

1月9日早高峰前，在轨交一号
线漕宝路站，便衣警察发现了一名
男子形迹可疑：“ 他从南站进站，并
在漕宝路和上体馆站来回乘坐，疑
似‘ 踩点’。他可能就是‘ 刀片客’，
随时准备抓捕！”

警方成功抓获“ 刀片客”
1月9日早上8点20分，一名上海

谢晋艺术学院的在读大学女生正为
好不容易挤上地铁感到高兴，可她
怎么也没料到，那名割包的“ 刀片

客”就潜伏在她身边准备下手。
“ 刀片客”混在人群中跟随地铁

的晃动静静地贴在了女生背后，肩膀
不停地动来动去，很是可疑，但由于
早高峰地铁拥挤，女生并未察觉。

此时，便衣警察慢慢地接近“ 刀
片客”，静静等待时机。行至上体馆
站，“ 刀片客”下车，正当他掏出一
部HTC手机准备研究怎么关机时，
就被便衣民警当场抓获，民警随后
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作案用的飞鹰
刀片。

事后，警方将手机归还给了大
学女生，而她却始终没发现自己的
包已被割破。“ 刀片客”对自己的犯
罪过程供认不讳，并承认了去年12
月26日的两起案件也正是自己所
为。目前，“ 刀片客”已被刑事拘留。

新型“ 空调”为南方
供暖提供新办法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在上海交
大闵行校区，有这样一栋神奇的房
子。这座房子里四季如春，各个角落
受热均匀，却又感觉不到空调直吹送
出来的热风。原来，这间房子里装上
了由该校王如竹教授团队自主研发
的一种采暖新型空调系统。该系统不
仅更加舒适，而且在没有增加能耗的
情况下，能效提高20%，为解决南方
供暖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

王如竹教授认为，传统的集中供
暖是通过烧煤将70!—80!热水输
送到千家万户，但这种方式并不节
能。有没有一种新的供暖模式，既能
做到环保、节能，又能为南方供暖问
题提供有效方案？

由王如竹教授研发的空气源热
泵热水系统，通过消耗一定的电能，
热泵工具从环境空气中吸取热量，
提升热能的温度品位，获得35!左
右的热水。其外观等同于常规家用
空调的室外机，但比家用热泵空调
更加节约能源，同时可以营造更舒
适的室内环境。

王如竹教授表示：“ 我们正在收
集实验数据，希望这种新的模式，为
更多老百姓带来‘ 暖冬’。”

临近春节，不少扒手都开始行
动起来。据介绍，年关将至，是扒窃
案件高发的时段，案发率比平时高
出10%。为此，上海轨交公安持续打
击扒窃行为，并于今年1月1日起开
展“ 城交六号”行动，至昨日记者截
稿，短短24天内，共有扒手50人被
抓获。据介绍，新手机iPhone5 成
了扒手们的“ 新宠”，年末平均每5
部 被 盗 的 手 机 中 就 有 一 部 是 i-
Phone5。

本报记者 马鈜

●背包勿离视线范围
对于“ 刀片客”应如何防范？轨

交公安刑侦支队一队沈队长告诉记
者，通常情况下，此类不法分子的作
案时间为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的非
高峰时段，在被害人的身侧或后方，
然后用刀片划破被害人的皮包，外
衣或是外裤口袋下沿，进行扒窃。他
们非常狡猾，一般使用锋利的飞鹰
刀片，几刀就能把包划破。市民应把
背包放在视线范围内，并对紧贴自
己行动反常的人提高警惕。
●不要用手机听音乐

“ 乘轨交戴耳机听手机音乐，手
机最容易被偷！”轨交公安刑侦支队
一队沈队长告诉记者，很多人喜欢
把手机随手放在羽绒服等外套的外
侧口袋内，不少小偷一看耳机，就知
道手机是什么型号的，值不值钱，而
耳机线刚好告诉小偷手机放在了哪
个兜里。

不法分子跟随耳机线路寻找手
机、播放器的位置，迅速伸贼手。从
被害人耳朵里突然没了音乐声，到
他发现手机、播放器被盗，往往只有
几秒时间，但就是这几秒钟，在客流
拥挤的购票口、闸机口、车门口或电
梯口，受害人也几乎无法分辨身边
的众多乘客中哪一个是小偷。警方
也建议市民在乘车时尽量不要用手
机听音乐，在上下车门时也要提高
警惕。

【 最易被扒窃部位】
1.背在侧面或身后的斜挎包；2.

带长且柔软的手拎包；3.拉链头朝后
的背包；4.外套下侧兜。

伴随着iPhone5的问世，很多年
轻人将其奉为新宠。但对于扒手来
说，这同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警方
表示，每年的一、二月，年关将至，是
扒窃案件高发的时段，比起其他月
份的案发率大致平均高出10%，目前
有很多罪犯会专门针对苹果手机实
施扒窃。而自“ iPhone5”问世以来这
短短的几个月来，据警方统计，被扒
窃的每五部手机中就有一部是“ i-
Phone5”。

陈女士一早乘公交车到松江某
地参加公司年终演出彩排，一站路
工夫，拎包内的iPhone 就进了别人
口袋内，这一幕早被老“ 牛”探长和

他的徒弟看在眼里，2个窃贼正在得
意时，“ 牛” 探长与徒弟明确分工，
把两窃贼人赃俱获；日前，一位25岁
的年轻女子又一次来到轨交警方处
报案，她的iPhone5又丢了，这是她一
周内丢的第三部手机，好在民警抓
获嫌犯为她找回了这最新的一部i-
Phone5。

据反扒民警介绍，很多乘客在
路途中会戴着耳机欣赏音乐或收听
广播来打发时间，由于佩戴耳机时
身体的触感不甚敏感，而且长途颠
簸会消磨意志，使人疏于防范，所以
这便给了扒手很多可乘之机，警方
的数据显示，由于佩戴耳机而导致

手机被盗的案例占到4到5成。
此外，警方说，扒手往往可以通

过耳机线来判断手机是不是iPhone，
也可以根据耳机线的新旧来判断手
机的新旧，同时也可以根究耳机线
的走向来判断手机的位置，令人防
不胜防。

反扒队长告诉记者，日前，他们
抓获了一个一天内盗窃手机数量最
多的扒手，民警介绍，该罪犯为20出
头的男性，抓捕当时在他身上搜出
一部iPhone4S，并在其同伙的背包中
发 现 了 8 部 iPhone、2 部 三 星 和 2 部
HTC共13部手机。目前该男子已被
警方刑事拘留。

早高峰“ 刀片客”频频作案

小偷下手目标盯紧iPhone5用户》案例2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随着寒
假开始，沪上大学生整形的“ 假期效
应”开始显现，还有爱美者竟要整成

“ 甄嬛眼”。记者昨天从沪上各大医
院整形科获悉，与暑期学生整形的
较强目的性不同的是，春节前学生
整形热则表现出赶时髦、走极端的
现象。为此，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
推出针对学生整形的术前“ 心理摸
底测试”，以便专家了解其整形目的
是否理性，进而采取针对性的心理
引导和建议。

记者从医院获悉，追求时尚，模
仿明星在学生整形里表现尤为明
显。特别是一些可逆的项目，如注
射、埋线双眼皮、纹身等，由于可经
过吸收或者祛除，往往被年轻的求
美者作为赶时髦的手段。

“ 最近我们就接诊了好几个学
生求美者，因为痴迷连续剧《 甄嬛
传》，都提出要整成‘ 甄嬛眼’。”医
院吴院长告诉记者，有一位大二的
女学生，双眼皮已经做了3次埋线
了，而且每次都并非因为技术原因，

只是因为她看到一种更喜欢的眼
形。“ 我们在与她做了深入的交流
后，拒绝了她的要求，并建议她先了
解自身的特点，明白适合自己特点
的眼型之后再考虑手术。”

对此，采访中，吴院长有些无奈
地告诉记者，整形的理念普及了，
但很多人对整形的常识依然一知
半解。这往往会让很多年轻的，缺
乏判断力的求美者进入误区，做出
不理性的选择。虽然如今的整形技
术越来越发达，创伤也越来越小，

但任何整形手术都需要恢复期。频
繁整形，必定会对身体产生影响。
整形要结合自身特色，盲目跟风必
会适得其反。

为此，医院开 设 了 整 形 术 前
“ 心理摸底考”环节，凡是在春节

期间前去咨询的大学生，都将接受
一次整形前的心理摸底，以便专家
了解其整形目的是否理性，整形
要求是否合理，进而采取针对性
的心理引导和建议，在整形之前
先“ 整心”。

大学生迷上“ 甄嬛眼”医院建议先要“ 整心”

》警方提醒

上海文化科技卫生
“ 三下乡”昨天启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周胜洁 昨
日，“ 2013年上海市文化科技卫生

‘ 三下乡’启动仪式暨‘ 文化育农’
集中示范活动” 在金山区亭林镇举
行。来自本市文化、出版、科技、教育、
卫生、司法、计生、共青团、妇联等系
统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和演员齐聚
亭林镇，通过义诊、农业咨询、维修等
形式“ 摆摊设点”为村民服务，由此
拉 开 2013 年 上 海 市 文 化 科 技 卫 生

“ 三下乡”活动的大幕。
在昨日的活动现场，各个医院开设

义诊，农业专家免费解答村民在种植
蔬果、养殖畜牧中的问题。金山村民顾
阿姨特地赶到现场向专家咨询，她还
拿了免费发放的《 花卉养护知识》书
籍喜笑颜开，“ 昨晚因为霜冻冻死了
一盆花，我很是心疼，这次有专家咨
询，还有书籍发放，真的很实在。”

地铁内使用耳机更要注意手机安全。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农民工子女
走进上航模拟客舱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通讯员 钱
治国 飞机的滑梯是怎么放出来的？近
日，在上航浦东客舱培训中心动态模
拟舱室里，30名来自长宁区北新泾第
三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围着乘务教员好
奇地提问，而教员们则一一为孩子们
进行了解答，并对如何使用滑梯旁的
返舱绳等训练科目进行了示范。

在此次主题为“ 爱上海、爱长宁”
的活动中，孩子们体验了动态模拟舱
的空中飞行之旅，教员们详细讲解了
乘机的注意事项，例如：何时需要系好
安全带、何时解开安全带、遇到紧急情
况如何使用氧气面罩等。孩子们身临
其境地体验了飞机滑行、起飞、颠簸、
降落的全过程，许多孩子兴奋地说：

“ 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真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