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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以来，常德市所辖
的县市区公安局不断接到婚丧
礼金被盗案件，经统计，短短
的半年内，类似案件 130 余起，
被盗总价值超 210 万元。为了
尽可能挽回失主的损失，在常
德市公安局的指导下，案发地
所在公安局联合破案。7 月 7
日，随着网上通缉的最后一名
骨干成员的落网，这个团伙被
彻底摧毁，也打碎了他们成为
百万富翁的梦想。

礼金屡被偷
时间回到今年1月24日。
常德澧县梦溪镇村民吴家财

醒得很早，打算去银行存儿子吴学

军昨天婚礼赈酒收的 5万多元人情
款，可当他翻开枕头时，傻眼了，
昨天放枕头下的钱竟不翼而飞。在
问过家人没有动钱后，吴家财经过
检查发现家中门窗有被撬动的痕
迹。原本的喜事，很快变成了悲事。
悲愤之下，吴家财报警。

最开始，这个案子并没有引起
警方很大的注意。但是几天后的 2
月4日，澧县公安局再次接到报警：
张公庙镇村民郑德银家被盗人情
款现金 7.4 万元；2 月 6 日，该县
大堰垱镇戴家河村村民李绍祥家
被盗人情款 8万元……类似的案子
的不断出现，一度引起恐慌。该县
公安局局长周常彩觉得这已不是
普通的盗窃案，指示成立专案组展
开调查。

为了寻找破案突破口，专案民
警甄别疑似摩托车 63 辆，筛查排
查嫌疑人员87人，走访调查金银

首饰、手机寄卖、典当以及旧货、
加工店铺 115 家，遍访了湘、鄂两
省 8 区县（市）群众 2 万多人。专
案组民警在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
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属结伙作案，
并且事先踩点，侵害对象主要是刚
举办完婚丧嫁娶的家庭，均是以现
金为主，顺带盗窃首饰、手机、香
烟等携带方便的财物，作案时间
一般选择在晚上11 时至凌晨 3 时，
有机动车作为交通工具。

在随后的扩大走访范围过程
中，专案组发现一条重要线索，犯
罪嫌疑人乘坐的车辆可能是一辆
灰色踏板摩托车。围绕这一重要线
索，专案组对周边地区灰色踏板摩
托车进行逐一排查。

团伙全落网
3月27日，相邻的津市市新洲

镇孟姜女社区居委会的劳释人员

刘某进入警方视线。刘某有入室
盗窃前科，名下正好有一辆灰色踏
板摩托车。在每起案件发生时，专
案组都找到刘某有去过案发现场
附近的痕迹。而且其交往人员复
杂，平时无正当职业，昼伏夜出，
经济反常等综合情况也使得警方进
一步锁定了嫌疑人刘某。

4 月 4 日，专案组兵分三路，
同时在澧县、常德武陵区和广东
东莞三地架网抓捕，成功将犯罪
嫌疑人刘某、田某、卢某三名主要
成员抓捕归案。5月2日，澧县专
案组追捕民警远赴江西丰城，对团
伙另一犯罪嫌疑人伍某实施抓捕，
经过 10 天的连续排查和蹲守，嫌
疑人伍某在江西落网，至此，该团
伙4 名主要成员落入法网，另一名
骨干成员郑某被上网追逃。

7月7日，捷报再次传来。最
后一名骨干成员郑某在广东被澧

县追捕民警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刘某等

5人交代，自2013 年 3月份开始，
在一年多时间内，流窜澧县、津市、
安乡、临澧、石门、德山、汉寿以
及湖北公安等地，以婚丧嫁娶村
民户为主要侵害对象，盗窃作案
130 多起，盗得人情款现金140 多
万元、金银首饰以及手机 120 多件，
案值总计达 210 多万元。

5 名犯罪嫌疑人交代，由于他
们非常熟悉办酒席人家的情况，所
以几乎从没有失手，“再干一年，我
们都会是百万富翁”。

“嫌疑人之所以选择偷窃礼
金，是因为容易得手。”澧县公安
局副局长任长春提醒：“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所以老百姓家中最好
不要留大额现金，应该第一时间存
银行保管。”

常德，年偷210万婚丧礼金的团伙覆灭记

“‘蓝胖纸’，市区九龙口服务
区有人被甩高速了，请帮忙。”“‘蓝
胖纸’，市区建军路有事故，可否
来现场？”……

7月4日，王勇醒来打开微博，
许多条求助便跳了出来，谁叫他是
红遍网络的“蓝胖纸”呢？

两年前，23 岁的王勇从江苏警
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盐城市公
安局交巡警高速四大队工作。因为
制服的颜色和微胖的体形，他给自
己取了“蓝胖纸”的微博名。

2013 年春节期间，王勇在高
速路口拦下了一辆超速的别克轿
车，车主下车后，小伙子跟王勇
套交情：“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晚上五点前不赶到她面前，她就
要跟我分手，交警同志，通融一
下。”

事后，王勇在微博上以幽默的
口吻写道：“隔空喊话那个不知名
的女孩纸（子）：我可以证明，你男
朋友五点之前没赶到你面前，不是

“史上第一萌交警”：躺在微博里的那份爱
文 / 胡进

去年，一个名叫“盐城交巡小警——蓝胖纸”的私人微博，因为经常用超萌的语言讲述“出行那些事”，将一些严肃的交通规则用
风趣的语言传递给驾驶员，红遍了网络。微博的主人盐城交警王勇，被粉丝亲切地称为“史上第一萌交警”，其微博也获得“2013 年
全国公职人员微博影响力季度飞跃奖”，拥有一大批粉丝。

今天，记者要讲述“蓝胖纸”的续集，因为微博，他俘获了一个女粉丝的芳心。

2013 年国庆节期间，王
勇巡逻时拦下一辆擅自在应急
车道上行驶的车。女车主问
道：“你是高速四大队的？我
和你们‘蓝胖纸’是好朋友，
能不能通融下啊？”罚单开好
后，王勇才卖萌说：“我就是

‘蓝胖纸’。”女车主顿觉不好
意思，但很快便释然，拉着王
勇合影：“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扣分罚
钱都值得。”

从微博上看到王勇和女粉
丝的合影，陈丹青心里有种酸
酸的感觉，一连几天，她都没
在微博上露面。没过几天，当
她在微博上看到王勇因为救火
受伤后，再也坐不住了，忙问
他伤势严不严重。陈丹青的关
心，让一向爱耍贫的王勇的喉
咙竟哽住了。

2013 年底，安徽省公安
厅邀请王勇参加在合肥举办的
政务微博交流会。在交流会上,

《中安在线》的管理员会和他
们互动，陈丹青也在受邀之列。
她一眼就看见了王勇，王勇也
看见了她。看着陈丹青傻傻的
笑，王勇似乎被电住了。交流
会结束后，陈丹青带着王勇玩
遍了合肥所有好玩的地方。回
到盐城，王勇总会想起陈丹青，
他们经常通话或短信联络，两
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今年1月4日，王勇参加
朋友聚会回来，在微博上抱
怨 ：朋友都双双对对，形单影
只的我该何去何从。他之所以
发这条微博，是期待那个美好
的女孩能给他一些暗示，让他
有勇气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

盯着微博看了很久，陈丹
青拿出手机给王勇发了条短信：

“两个形单影只的人在一起便
是双双对对。”

看到这条短信，王勇俏皮
地给陈丹青打电话说：“那我
可认准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不
许不答应。”陈丹青答应了。

王勇要上夜班 , 时间是凌
晨 1 时到 3 时、3 时到 5 时或
5 时到 7 时。他每次值夜班，
陈丹青都会定好闹钟，到时间
就给他打电话叫醒他，嘱咐他
注意安全，然后再上网默默关
注他的微博。而王勇每次下班，
也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她报平
安。

一次，王勇凌晨 1 时值班，
快下班时，接到报警电话说高
速公路上发生车祸，他立即和
同事赶到现场。事发突然，他
没来得及给陈丹青打电话。等
事故处理完，已是两小时后了。

王勇回到车上，拿起手机
一看，竟有二十几个未接来电，
全都是陈丹青打来的。王勇立
马给女友回电话，还没等他开
口，陈丹青就噼里啪啦地质问
起来：“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你
知不知道我多担心？”

说着说着, 陈丹青嘤嘤地
哭了起来，说：“每次你上班，
我都很害怕，害怕你有什么事
情发生。”王勇这才知道，他
不眠的夜，女友同样也未眠。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王
勇和陈丹青都觉得，彼此都是
相伴终身的人。王勇说，如今
他们已经在筹备婚礼了，不过
具体的日子，王勇又在卖萌，“结
婚那天我会有告示的。”

“粉丝”变情侣

“这些都是粉丝邮寄来的。”交警
“蓝胖纸”王勇其实是个帅小伙，

“蓝胖纸”续集

在这些粉丝中，有个名叫陈丹
青的合肥女孩，算是王勇最铁杆的
粉丝了。27岁的陈丹青在合肥一家
金融公司任职，同时还是安徽重点
门户网站《中安在线》的兼职管理
员。陈丹青第一次注意到王勇，倒
不是因为他的幽默风趣，而是看到
他在微博上晒的美食图片，她觉得
这个男孩跟她一样，是个“吃货”。

2013 年 2 月的一天，陈丹青
看到王勇刚发的一条微博：“这个
大队真的被下诅咒了，吃泡面居然
没调料包！”王勇还上传了一张没
有调料包的桶面，陈丹青看的哈哈
大笑。越看陈丹青越发现自己和“蓝

胖纸”有很多共同点，喜欢吃，喜
欢玩，还喜欢小动物。

接下来，陈丹青一有时间就关
注“蓝胖纸”的微博。2013 年 9月
10日，王勇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图片，
是一个哆啦 A 梦的蛋糕，并留言：

“如果有谁发现盐城有卖这种蛋糕
的，一定要告诉我。”王勇特别喜
欢哆啦 A 梦，他想在即将到来的生
日那天吃这款蛋糕。

陈丹青留言说：“我是吃货女
胖纸（子），我知道哪有这款蛋糕，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寄去。不过我
想你这么红，你的粉丝会给你寄很
多这种蛋糕的。”“蓝胖纸”马上回

复：“他们不知道我哪天生日。”“我
敢打赌你会忍不住自己说出去的。”

“打死我也不会说出去的。”
“那我们打个赌，如果你说了，

就给我唱首歌。”王勇表示自己唱
歌很难听。陈丹青俏皮地回复：“只
要开心就好，噢！不对，是只要我
开心就好。”王勇觉得陈丹青很有
意思，两人便交换了QQ 号私聊。
在空间里看到陈丹青那么苗条时，
他第一时间回复：“你根本不是女
胖纸（子），你是‘瘦肉’。”

陈丹青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称
呼，此后王勇叫她“瘦肉”，陈丹青
管王勇叫“呆肉”。

“吃货”邂逅“吃货”

因为他不爱你，而是他竟然妄想在
高速上把汽车当成飞机开。”并配

上了一张他自己画的超萌漫画。短
短几天，这条微博被转发了上万次。
王勇顺势在微博上发了超速行驶的
各种危害，让很多人长了记性。

有一次，王勇在网上狠狠地耍
呆卖萌：“今天遇到了一个女司机，
被拦下来后，她对我说：‘欧巴，
我不是故意的。’被处罚后，她委
屈地瘪了瘪嘴：‘叫你欧巴，你还
罚我。’”后面他又加上一句：“由
于寒潮来袭，给本市带来大风降
温天气。目前风力极大，请市区的
筒子（同志）们携身边的胖纸（子）
出行，提高安全系数，以免被大
风刮走 !‘蓝胖纸’祝你出行平安
……”

这以后，王勇成了微博控，连
吃饭、走路、上厕所都刷着微博，
一边分享着发生在身边的点点滴
滴，一边自己画图制作具有“蓝胖
纸”风格的即时交通提醒。半年下
来，他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粉丝。“蓝
胖纸”的微博总让人期待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