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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 雨后沈阳站出口有个少年蹲在路边发抖
“肯定有事儿” 俩巡警靠职业敏感把他救了
离家两天多后，这名15岁男孩与大石桥赶来的父母相见
深夜火车站外，一名身材瘦弱的少年衣衫单薄，在淋了一场小雨后冻得瑟瑟发抖，
幸被铁西分局巡警大队民警发现。 原来，这名少年竟是从大石桥离家出走来沈，已身无
分文。 在巡逻民警的帮助下，少年平安回到了父母身边。

“这孩子太可怜了，肯定遇到啥事儿了！ ”凭多年经验，刘勇当即停下巡逻车上
前了解情况。谈话中，刘勇感觉男孩的神志有些恍惚，只说是大石桥人，坐火车来沈
阳两天了，还准备坐火车再去北京。 当民警问男孩火车时刻时，男孩支支吾吾说没

带身份证，没买到票，也拒绝透露父母的联系方式。 男孩向民警谎报自己 17 岁，但
经查证，他只有 15 岁。 刘勇判断，男孩疑似离家出走，而且父母不知情。

帮忙：民警牵线让一家人平安团聚

刘勇立即把男孩带回派出所。 交谈中，刘勇发现，男孩的语言思维和叙事表达

都有些混乱，仅自己的名字就说了三个，出生日期也记不清，只记得自己念到初中
二年级就辍学了。刘勇了解到男孩两天没吃上一顿饭，便买了面包香肠和饮料给男

孩，吃完东西后男孩渐渐回忆起父母的姓名和住址了。 经查询和其本人辨认，终于
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和父母的联系方式。

12 日零时许，民警用电话与远在大石桥的男孩父母取得了联系。 12 日 8 时 30
分许，刘勇驾车将男孩送至沈阳站西出口，与前来接他的父母团聚。

感谢：若没有民警 自己还得挨饿

经刘勇了解，男孩 5 月 9 日中午与母亲在大石桥购物后，称要找朋友玩，拿了

50 元钱就离开了。 当日下午，男孩突发离家念头，独自一人花 30 元钱乘坐长途客
车来到沈阳。他先游逛了一番，当晚在铁西的一家网吧花 20 元钱包夜上网。转天他
已身无分文，在沈阳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无法投宿，没钱吃饭。

“
民警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饿得神志不清，实在走不动路了。 ”男孩说，“可是

发现：15 岁少年滞留车站身无分文
5 月 11 日 22 时 30 分许，沈阳刚下过一场小雨。 铁西分局巡警大队专职巡逻
一中队民警刘勇、辅警郭鑫宇在沈阳站西出口附近巡逻时，发现出站口有一名衣衫
单薄的男孩，在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双手抱肩蹲在路边。

我当时害怕被抓走，就谎称自己要去北京，如果民警简单问几句就走了，我还不知
道会饿成什么样呢！”男孩的父母对民警万分感激，他们寻遍老家也没找到孩子。得
知沈阳民警找到了孩子，立刻从村里坐车到大石桥市，连夜坐火车赶来沈阳。

沈阳晚报、沈报融媒记者 唐心萌 摄影记者 王大局

辽宁13.5万台电梯利用
“
互联网+”保安全

俩内蒙古女孩离家出走被沈阳警方成功拦截

沈阳晚报、沈报融媒讯（主任记者 吴强）昨日，辽宁省质监局召开全省电梯
应急处置服务平台推广应用现场会。会上，沈阳晚报、沈报融媒记者了解到，辽宁
省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采取“互联网 + 电梯安全”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建

沈阳晚报、沈报融媒讯（记者 唐心萌）因不堪中考压力，两名女学
生随身携带 2 万元现金，从内蒙古搭乘出租车离家出走。 沈阳警方设
卡拦截，成功将女孩送回到父母身边。

设和运行维护。
该平台由电梯轿厢应急指示标牌、报警仪、手机 APP、应急救援指挥系统等

5 月 11 日 21 时 52 分，沈阳警方接群众报警称，有两名女孩随身携
带 2 万元现金，从内蒙古搭乘一辆出租车离家出走，车辆正向沈阳方向

部分构成，实时报警、应急救援等各项服务均免费提供给电梯使用单位（包括乘

行驶，请求协助拦截。 沈阳警方立即组织启动相关工作，同时指令于洪分

用人）、物业服务企业、电梯维保单位。 一旦电梯出现故障，乘客可通过报警仪按
键或拨打指示标牌上的应急电话发出警报，物业服务企业、电梯维保单位通过手

局、新民市局重点加强新鲁高速、304 国道方向蒙 G 牌照车辆的查控。
22 时 25 分，于洪分局于洪派出所值班副所长陈柏龙、民警张派莱

机 APP 可实时接收警报信息并立即开展应急救援。

及两名辅警在新鲁高速红旗台收费站设卡检查时，发现一辆蒙 G 牌照

自 2015 年平台运行以来，已覆盖全省 13.5 万台乘客电梯，救援人员到达救
援现场平均用时比国家规定缩短 34.7%。 电梯应急处置平台的推广应用，在保障
乘梯人安全、应急救援快速响应、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的蓝色出租车，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出租车后座有两名女孩与离家出
走的女孩情况相似。经核查身份，确认两名女孩正是从内蒙古离家出走
的女孩。 12 日凌晨，两名女孩的家长来到于洪派出所将她们接回家。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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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城沙湾、安集海大峡谷、天山画廊、吐鲁番、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大巴扎、哈密、喀纳斯、吉木乃边境口岸）甘肃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宁夏（沙坡头、高庙、黄河宫）大型夕阳红空调旅游专列16日游
6月23日 3280起
丹东河口双动月亮岛 虎山长城外观 鸭绿江观景台 抗美援朝博物馆 上河口火车站一日游天天发团
沈阳铁路工业1日游—铁路陈列馆
（
了解火车发展历史）、动车段
（
参观动车
“
4S”店） 5月20日

贵州全线12日：贵阳. 黄 果树. 织 金洞. 马 岭河峡谷.（万峰林）. 青 岩古镇. 荔 波大小七孔. 西 江千户苗寨双卧12日游5月29日
华东五市+黄千9日：华东五市（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扬州+双水乡（乌镇、木渎）+黄山.千岛湖.屯溪老街双卧9日游5月28日
西藏12日：布达拉宫、大昭寺、扎基寺、米拉山口、雅鲁藏布大峡谷、鲁朗林海+国际小镇/巴松措、苯日神山、南伊沟或措木及日、民俗村、羊卓雍措、纳木措湖12日游 5月31日
东北全线：漠河、北极村、五大连池、哈尔滨、牡丹江镜泊湖、“鹤城”齐齐哈尔-扎龙湿地、长白山11日游 6月10日
厦门1号线：厦门.鼓浪屿.南普陀.集美.土楼.云水谣古镇+武夷山.天游峰.虎啸岩.(九曲溪漂流)9日 5月27日

2780起
2280起
3580起
2380元
2380起

218元
惊爆价128元

江西+三清山：九江.庐山.婺源.景德镇.三清山.石钟山.鄱阳湖.南昌.滕王阁双卧8日游 5月26日
山东8日：青岛.烟台.威海.蓬莱.济南.泰山.曲阜（含刘公岛）卧去船回8日游 5月22日
厦门2号线：厦门.鼓浪屿.南普陀.集美.土楼.云水谣古镇.武夷山.天游峰.虎啸岩.(九曲溪漂流)+ 南昌（庐山/井冈山）11日游5月27日
东五市+黄千9日：华东五市（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扬州+双水乡（乌镇、木渎）+黄山.千岛湖.屯溪老街双卧9日游 5月28日
西安+延安9日：西安.兵马俑.华清池.乾陵.法门寺.华山.延安.（黄帝陵.轩辕庙）.壶口瀑布.明城墙双卧9日游 6月5日

承德三日汽车团
长白山三日汽车团

1950起
1080起
2380起
2280起
1800元

【
悠享三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11日游
（
沈阳起止，老年无加收）6月12日特价5180元
（
沈阳起止）7月2日 3980元起
沈 俄罗斯贝加尔湖/满洲里/乌兰乌德/列宁广场/原始森林4卧8日
阳 泰国曼谷芭堤雅6晚8日（沈阳起止）5月19.21.23.24日 特价1999元 柬埔寨一地双飞6日（沈阳起止）5月25日特价2680元
德法意瑞4国13日（沈阳起止，一价全含）6月6日14800元
起 俄罗斯海参崴双卧6日（沈阳起止）每周二、周五 450元起 越南柬埔寨双飞8日（沈阳起止）5月19、26日特价3980元 荷德法意瑞5国13日（沈阳起止，一价全含）6月2、16日13500元
止
新加坡+民丹岛4晚6日（沈阳起止）5月24.27.31日3580元 俄罗斯双首都+金环小镇8日（沈阳联运）6月3日8499元
日本双飞5+2日（沈阳起止）6月7日 5980元
迪拜5晚7日（沈阳起止）6月24日5999元

东西欧捷奥德法意瑞6国14日（沈阳起止，一价全含）6月11日15500元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五大湖全景15日（沈阳起止）15500元起

580元
399元

火
车

呼伦贝尔草原 海拉尔 呼伦湖 国门双卧4日 880元
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五里泉双卧3日 950元
北京双动5日 1250元 天津经典高铁2日 890元
北京亲子游 1380元成人 650儿童

飞
机

华东五市双飞6日 1199元起
昆明 大理 丽江 4飞9日 3780元起
海南双飞6日 2599元起
成都 九寨沟 峨眉山 乐山双飞8日 3580元起
山东海陆空5日 1180元

短途游
吉林三角龙湾二日315元起
冰峪沟+步云山二日240元起
青三沟二日240元起
滦州古城+三叶口二日180元起
葫芦山庄二日245元
笔架山二日265元
龙道沟一日90元起
水洞一日1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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