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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他替出差民警值班连续
工作24小时，本该休息的他7日又带
着年幼的儿子在所里加班，8日出警、
夜巡又连续工作了24小时。9日早8
时在出警过程中，因连续超负荷工
作，锦州市凌河区石桥子派出所副所
长蒋维民，突发心肌梗塞，不幸因公
殉职，年仅43岁。

生命中最后的72小时
他一心扑在工作上

蒋维民从警已经22年，生命中最
后的72小时只是他多年工作的一个
缩影，跟他平时的工作一样，出警、巡
逻、调解、说服教育……而这次，他牺
牲在了一直坚守的工作岗位上。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要用我
的一切来挽回好兄弟蒋维民的生
命。”教导员何皓亮同蒋维民同事三
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他哽咽着介
绍了蒋维民最后三天的情况。

9月6日，他替同事值班，连续工
作24小时一夜未曾合眼。因为所里
办的一起案件有了进展，当天的值班
民警需要去广东珠海出差，蒋维民主
动提出要替出差的同事值班。这一
天，他带领民警处理了9起警情，事情
虽然都不是特别严重，但一心为民的
他兢兢业业地忙到天黑。因为辖区
之前发生过盗窃电动车的案件，为了
维护辖区的治安，打击群众痛恨的盗
窃电动车类侵财案件，石桥子派出所
每天都组织民警后半夜在辖区巡
逻。“那天夜里，从凌晨开始，我和蒋
维民一直在辖区巡逻，到天亮的时
候，我们俩才回所。”当天副班民警马
洪霖说，这一天，蒋维民可以说是连
轴转工作了24小时。

9月7日，本来他应该休息，却带

着孩子在单位加班。周六刚下夜班
的他，本该回家休息，想到周一要向
分局汇报社区工作，蒋维民留在所里
整理社区工作资料。

9月8日，为了未成年孩子，他说
服教育又连续工作24小时。一上午
连续处理了4个警情，到中午休息时
水都没来得及喝上一口，报警电话又
一次响起。报警记录显示，几个未成
年人因为踢球与居民产生冲突，年少
无知的孩子竟然带来了管制刀具，一
场流血事件一触即发。一同出警的
民警说蒋维民得知后立即赶往现场，
面对危急情况，他在稳住局面后又叫
来孩子的家长，“对几个情绪激动的
少年，蒋维民说服教育了整整一个下
午。”在蒋维民的妥善处理下，这场冲
突在他的努力下化解。

9 月 9 日，清晨出警，他牺牲在
挚 爱 一 生 的 工 作 岗 位 上 。 9 日 凌
晨，此时的蒋维民已经连续工作了
60 多个小时，但是他不顾疲惫又走
在了夜间巡逻的路上，凌晨三点多

结束了巡逻，他终于躺下休息了一
会儿，仅睡了两个多小时。9 日早
上接到群众报警，有人被打伤，他
带领民警火速出警，及时处置。8
时 许 ，在 将 违 法 嫌 疑 人 带 上 警 车
后，蒋维民却因心肌梗塞，晕倒在
出警现场，最终经抢救无效，离开
了他挚爱一生的工作岗位，离开了
他已经年迈的父母、妻子和年幼的
儿子。

儿子和他最后一面
是陪他加班

“别人家的孩子周末都是爸爸陪
着出去玩，而他的儿子和爸爸的最后
一次见面，却是在单位陪他工作。”共
事的民警每每想到蒋维民和年幼孩
子在一起工作的画面，都忍不住掉下
眼泪。

副所长李宁含泪回忆说，不惑之
年的蒋维民孩子才8岁，周六那天虽
然是休息日，但当天因孩子无人照

顾，他又想多了解社区的情况做好周
一的汇报工作，只好把孩子也带到所
里陪他一起“加班”。

面对父亲的突然离开，8 岁的孩
子或许还不知道死亡的意义，但是
他知道，世界上最爱他的爸爸永远
地离开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听着
孩子一声声地说着，“爸爸醒醒，爸
爸快回来。”民警们都忍不住掉下眼
泪。前去看望慰问的锦州市委书记
王德佳动情地揽住蒋维民才上小学
二年级的幼子，眼含热泪地安抚着
遗孤。

蒋维民的老母亲回忆说，之前蒋
维民曾无意间说过心脏不舒服，老人
让他去医院看看，当时他还让老人放
心，说最近没时间，先等等，谁都没想
到他最终因心脏问题倒在了出警的
现场。

“那天半夜，我劝蒋维民休息，对
他说‘我带其他人去吧’，但是他说，

‘最近辖区又发生盗窃电动车案件，
我不放心，转转吧。’我们俩又夜巡了

3 个多小时。”9 月 8 日和蒋维民一同
值班的民警马洪霖说，他一直后悔，
当晚没有劝住蒋维民好好休息一下。

他的牺牲
让所有人痛心

蒋维民病倒后，锦州市副市长、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于江立即协
调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迅
速启动了救援绿色通道，并带领市
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丁耀东
火速赶往医院，协调救治事宜。但
由于病情过重，因医治无效，蒋维民
因公殉职。

9 日上午，市委书记王德佳、市
长于学利、常务副市长任军、市委政
法委书记姚国民等同志先后赶到医
院，看望慰问了蒋维民同志的家属。
王德佳说，蒋维民同志是一名优秀的
人民警察，他忠诚担当、无私奉献、
恪尽职守的精神令人动容。他的离
去是家庭的不幸，也是全市公安队伍
的损失，广大公安民警和人民群众不
会忘记他。王德佳叮嘱有关部门要
切实做好善后工作，认真落实好各项
抚恤优待政策，积极帮助蒋维民家属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让他
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
暖。

蒋维民同志，1997年毕业于辽宁
省人民警察学校，同年9月参加公安
工作，二级警督，历任凌河公安分局
正大派出所民警、菊园派出所民警、
紫荆派出所副所长、石桥子派出所副
所长。曾荣获锦州市凌河优秀共产
党员荣誉称号，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5次，嘉奖4次。

王浩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
锦州特约记者 张墨寒

72小时坚守 43岁民警倒在出警现场

蒋维民同志空荡荡的办公区，他却在出警过程中，因连续超负荷工作，突发
心脏病倒在出警现场。 警方供图 蒋维民同志照片。 资料图片

假冒公安APP
骗走6.5万元

近日，林女士接到电话，对方自
称是北京刑侦队的民警，查到林女士
涉嫌参与多起诈骗案件，需要配合警
方进行调查。

大惊失色的林女士按要求加了
对方的QQ号，还交出了自己的招商
银行卡号和密码。“民警”假装“查证”
一番之后，称林女士名下的招行借记
卡在几分钟前有19866.06元进账，怀
疑是一笔赃款。

林女士一开始并不相信对方，但
查看银行账户后发现的确多出了1.9
万余元，便以为自己真的被卷入了某
起诈骗案件，只好答应对方“清查”的
要求。

为了自证清白，林女士在对方的

指导下下载了一款名为“安全防护”
的APP，并根据提示填写了银行卡号、
密码、验证码等信息。

填写完信息后，林女士发现自己
的银行卡余额被人分三次转走了6.5
万余元，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随
即报警。

毫无疑问，所谓的“安全防护”
APP是假的，但一开始账户上多出来
的1.9万元是怎么回事？难道骗子用
真金白银做诱饵吗？

经林女士仔细查询交易明细后
发现：招行借记卡多出的1.9万余元，
其实是用最开始她提供的招行信用
卡账户信息提现的，一切都是障眼
法！

传统“冒充公检法诈骗”
升级“2.0版本”

辽宁省公安厅反电信诈骗中心
介绍，看似新花样，实际上这是“冒充
公检法诈骗”套路升级出来的“2.0版
本”。

和老套路相比，这个“2.0版本”有
三处升级：

第一步：电话通知变为QQ发消
息

以往的“冒充公检法”诈骗，骗子
总是通过电话通知。但随着广大市
民防范意识的提升，很多人在接到自
称警方电话时，会直接挂掉。

不法分子为了提高诈骗成功率，
让受害人在短时间内相信其警察身
份，会要求添加 QQ 好友。在 QQ 上

骗子通过捏造照片、聊天记录等信
息，营造出以假乱真的形象。

网名是“××网警”，照片是警服
证件照，还有“帮人追回欠款”的聊天
记录。

这一切结合起来似乎真实性很
高，但其实全都是不法分子伪造的。

第二步：为获取信任主动给你
“转钱”

不法分子在获得账户信息后，通
过名下银行卡互转等方式，让账户看
起来“钱多了”。然后告诉被害人，进
账的是“赃款”。

实际上只是障眼法，获取受害人
信任后，方便下一步行骗。

第三步：“安全账户”变为“公安
APP”

不法分子冒充公检法的最终目
的就是骗钱。以往他们会以受害人
涉嫌犯罪为由，要求对方把名下所有
钱款转账至安全账户，以此实施诈
骗。

新版本的诈骗套路中，骗子会要
求受害人下载一个名为“安全防护”
的APP，在这个APP上，受害人会被要
求进一步填写包括银行卡号、交易密
码等关键信息。当受害人填写完整
后，不法分子掌握了被害人的足够信
息，就会轻松盗取被害人账户内的资
金。

并且，此类APP都在不断更新升
级中，页面不再漏洞百出，而是看似
正规、官方，迷惑性极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吕
洋

新手司机开车从吉林去往山
东，高速上轮胎开冒烟了都不知道，
车胎与轮毂严重分离出现了“漂
移”……危急时刻，俩小伙在高速上
发现“冒烟车”，判断是车体应该出
了毛病，如果不及时制止，后果将不
堪设想。随后，他们追上该车提示
司机，并帮助他更换了轮胎。

这两名热心小伙叫武金朋、张
玉满，都是葫芦岛市绥中县预备役
官兵。9 月 8 日，他俩到葫芦岛市
办事，当日14时许，他们驱车从京
哈高速返回。当车行至京哈高速
兴城沙后所出站口附近时，一辆外
地牌照的小轿车快速超过了他
们。“当时我的车速是 100 公里/小
时左右，对方的车速明显比我快。
这时我发现，超车的小轿车有些许

‘漂移’的迹象，而且所过之处还有
些黑烟。”

武金朋是名老司机，看到这种
情形，他判断对方车体可能出了毛
病。果然没开多远，他看见该车的
轮胎正冒着烟。估计该车的司机
没有觉察，如果一直这样开下去会

很危险。“情况紧急，我加速追上了
小轿车。”

此时，坐在副驾驶的张玉满摇
下车窗，示意轿车司机立即停车。
轿车减速缓慢停了下来，武金朋打
开双闪将车停在轿车前方，然后 3
个人都下了车。得知车出了问题，
自己还毫不知情，轿车司机惊出一
身冷汗。经过查看，发现自己轿车
的轮胎与轮毂严重分离，都冒烟
了，如果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
想。

原来，小轿车司机是吉林人，
30岁，是个新手。此行从吉林出发
去往山东，开车期间轮胎扎了钉子
导致车胎漏气，而自己却毫无察
觉。据其介绍，他第一次上高速，
开车也没啥经验，也不会更换轮
胎。见此情景，武金朋找来千斤顶
和备用轮胎帮忙换上。轿车司机
非常感动，双手握着武金朋的手
说：“多亏你俩及时提醒，才没有发
生意外”。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
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

假冒公安APP骗走6.5万
警方揭秘三大“升级套路”

从主动拨打电话，变成使用
QQ联系；从上来就说“你涉案了”
到先往你账号打“赃款”骗取信任；
从让你把存款转移到“安全账户”
变成在“安全防护”APP上填写银
行信息。

昨日，辽宁省公安厅反电信诈
骗中心预警，传统的“冒充公检法”
诈骗套路升级，并且已经有市民上
当被骗走6.5万元，提醒广大市民
注意。

新手司机高速开车“冒烟”不知情
俩小伙路遇追赶提醒帮换轮胎

武
金朋在
帮助小
轿车司
机更换
轮 胎 。
读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