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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攒垃圾成瘾，网格员帮其“禁手”
心理咨询师：彻底根治要解决心理问题
武汉晚报讯（记者史强 通讯员张
璟）因为“喜欢”积攒垃圾，汉阳区江堤
街潮江社区一女子一年左右“攒”下了
满满一屋垃圾。社区网格员在下网格
调查获知情况后，调动多方力量给予帮
助和教育。13 日，网格员带领人员帮
她清理垃圾，消除了安全隐患。
记者当日跟随网格员熊明来到现
场看到，该女子住在一楼，除了厨房外，
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堆满了各种垃
圾，有旧衣服、破旅行箱、破棉絮、各种
易拉罐、塑料瓶等。网格员熊明带着社
工等十多人进屋帮忙清理。
原来，熊明在 11 日下网格宣传防
疫政策时，无意中了解到有一女住户在
家里“囤了”不少垃圾，邻居们对此都比
较担心。熊明敲门后对方不愿开门，从
打开的一丝门缝中，熊明依稀发现客厅
里 堆 放 的 垃 圾 不 少 ，意 识 到“ 问 题 不
小”。
回到社区后，他找到该住户的登记
资料，发现 61 岁的王玲（化名）与丈夫
已离婚多年，目前独自一人居住。熊明

网格员带领人员帮她清理垃圾。

记者史伟 摄

在与王玲前夫沟通后，12 日又和社区
书记杨运兰一起再次上门。
进门后，两人发现屋内堆满了垃
圾，存在火灾隐患和疫情防控风险，便
跟王玲进行了相关教育和解释。为了

尽快消除隐患，熊明在和杨运兰商量
后，决定 13 日组织力量帮其清运。
在当日的清运现场，大家将垃圾分
门别类整理后，装在麻袋里拖出来，由
王玲的前夫开车拖运，因为垃圾数量太

背包丢了 4 天才报警 民警一天帮他找回

武汉晚报讯（记者夏奕 通讯员唐
时杰）
“ 真是人民的守护 神 ！”13 日 上
午，市民沈先生来到江岸区公安分局
“许奎工作站”，将表达感谢的锦旗送
给该站民警严川，感谢民警为他找回丢
失的背包。
1 月 7 日晚 10 时 24 分，21 岁的沈
先生用手机打车 APP 叫了一辆出租车，
从佳园路坐到自家小区门前下车后，把
装有价值 1.5 万元笔记本电脑的背包忘
在出租车后座上，直到十几分钟后才惊
觉。他赶紧通过手机 app 联系上出租
车司机，可仍在送客人的司机表示，此
时后座上并无背包。沈先生当时并未
报警，等他将手头事情忙完后，1 月 11

日晚，经朋友提醒，他找到江岸区公安
分局“许奎工作站”，值班民警严川接待
了他。
包已经丢了 4 天，民警严川见沈先
生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仍温言安慰他。
同时也根据沈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当
晚就找到了出租车司机胡先生。胡先
生回忆，当日沈先生下车后，他的车上
很快又上来两名男乘客，乘坐的距离较
短，两人下车后不久，他就接到了沈先
生来电，停车特意去后座查看，却没看
到背包。
沈先生清楚地记得，背包一定放在
后座上。12 日上午，严川找到胡先生，
确定两名男乘客下车的地点是某小区

门口，严川调看该小区监控后，很快找
到当晚两人走进小区的画面，手中正好
拿着一个背包。经沈先生辨认，两人手
中的背包正是他丢失的那个。
民警在小区走访，得知两名男乘客
是小区租客，辗转在电话中联系上后，
对方表示，确实在车上捡到了背包，原
本打算次日就请警方找失主，但次日两
人因急事赶回咸宁，背包也随车被带去
咸宁，二人表示回汉后马上归还。
13 日上午民警严川通知沈先生来
到“许奎工作站”，拿回背包的他喜出望
外，
“电脑、文件和随身物品都还在！本
来没抱希望，我真没想到不到一天你们
就找到了！”

一村民恶意弹射钢珠击打列车
被拘留 15 天，相关部门被约谈
武汉晚报讯（记者王谦 通讯员孟
立）近日，武汉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
室依据《铁路安全生产约谈实施办法
（试行）》，对 2020 年 12 月 11 日汉丹线
人为击打列车，危及铁路运输安全事件
的属地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政府相关
部门进行了安全生产约谈。
2020 年 12 月 11 日，湖北省襄阳市
樊城区牛首镇汪营村村民汪某刚恶意
使用弹弓弹射钢珠击打汉丹线通过列
车，先后造成 6 趟旅客列车车窗破损，严

重危及铁路运输和旅客人身安全。
针对此起危及铁路运营和旅客人
身安全的事件，湖北省各级护路联防部
门高度重视，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涉案人
行政拘留 15 天处罚。武汉铁路安全监
督管理办公室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组
织属地政府进行了安全生产约谈，进一
步强化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的责任及
义务，在《铁路安全生产约谈公告》中提
出了明确要求。
要求铁路沿线各级政府和单位、组

织、社区、学校全面开展铁路沿线安全
环境综合治理，强化铁路沿线安全管
控。要求各级政府、铁路护路部门和铁
路运输企业要吸取此次危及铁路运营
安全事件的教训，全面落实铁路安全宣
传教育，抓好铁路沿线安全管控。
要求铁路运输企业要积极与各级地
方政府建立
“双段长”
责任制，
完善路地协
调机制，
规范联席会议、点对点联络等长
效机制，
定期开展检查和考核，
实现路地
合力共为、
各司其责、
共创
“平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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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清理工作还将持续几天。
小区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王
玲就喜欢捡垃圾，堆放在楼道，后来被
物业阻止后，她就开始囤在家里，去年
物业还帮她清理了两次，费用不低。
据王玲的前夫介绍，十多年前，她
就有这样的习惯。而王玲面对前来帮忙
清理垃圾的网格员等人表示支持，她告
诉记者，她捡垃圾起初是为了卖，后来
捡的越来越多，慢慢就囤在家里了，她
也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管不住自己。
武汉荣格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心理
咨询师黄进军分析，王玲这样的行为其
实是一种心理问题，往往是因为缺乏关
爱、对自我价值认同度很低，只能通过
“占有”垃圾的方式寻找认同感，需要进
行关爱和帮助。
“帮助清理只是第一步。”熊明表
示，清理完毕后，会组织专业消杀人员
对房屋进行整体消毒。同时，他会将王
玲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每天上门探望，
既
防止王玲再“攒”垃圾，同时也及时了解
其诉求，提供帮助，慢慢解除她的心结。

核载 49 吨
实载竟高达 140 吨

“百吨王”昼伏夜出
还是难逃法网

武汉晚报讯（记者魏娜 通讯
员詹晓静）核载 49 吨的大货车，竟
实 载 140 吨 渣 土 。 1 月 12 日 凌
晨，光谷交警紧盯重点时段，查获
一辆“百吨王”。
当日凌晨 1 时许，光谷交警机
动中队民警徐永清带领辅警金成
雄等人，在高新大道光谷四路设
卡对渣土车专项整治，一辆车牌
号 为 豫 H32*** 的 大 货 车 由 卡 口
方向驶来。徐永清对车辆进行检
查时发现该车明显超载，经询问
驾驶员秦某得知，他准备将矿渣
运往某工地，以为这么晚了不会
有交警检查，于是便怀着侥幸心
理超载上路行驶。
随即，金成雄将车辆押送至
检斤站检斤，该车辆实载 140 吨，
核载为 49 吨，所载货物超过核定
质量 100%以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徐永清依法对车辆进行暂
扣，责令其将拉载货物进行转运
并对秦某予以驾驶证记 6 分、罚款
1000 元的处罚，并对相关涉事单
位进行了约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