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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胡岗岗李建军记者葛兰）9月
9日13时许，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房村一民
宅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较快，房间内还有煤
气罐，随时有爆炸的危险。接到报警后，阎
良武屯派出所民警携带灭火器等装备火速
赶赴现场，并通过车载电台联系阎良消防大
队共同前往处置。

现场火势猛烈，浓烟滚滚，火焰已从房
间的窗户等处蹿升至房顶，单凭民警携带的
简易灭火设备根本无法靠近起火点，更不能
迅速控制火情。在了解到房内已无滞留人
员后，民警迅速在火场周边拉起警戒线，将
围观群众劝离至警戒线外，同时另一组民警
赶赴关中环线路口，等候消防车并引导其尽
快赶赴火灾现场。消防人员到达后，民警与
其再次展开灭火工作。10余分钟后，火势得
到初步控制。

“灭火时，周围居民一直担心房间内会
发生爆炸，询问后得知，该民宅内还有个煤

气罐。”随后，民警简单采取保护措施后，进
入屋内寻找煤气罐，接近烧得滚烫的煤气罐
后，用高压水枪降温将其抱出火场，解除了
爆炸险情。

由于扑救及时处理得当，起火并未造成
人员伤亡，也未造成火势继续蔓延。昨日上
午，记者从阎良区公安分局了解到，民宅起
火与其家里的23岁女儿李某有关。李某因
长期患病，当天病情发作，在无意识下点燃
了床被等物品后引起大火。李某发病时，其
父亲正在巷道内纳凉。发现房间起火后，他
迅速将逗留在室内的女儿李某救出，所幸未
造成人员受伤或被困。

因起火将李某一家几乎全部烧毁，民警
积极帮忙联系武屯镇政府及村委会，将李某
一家安排在村委会暂住，又联系民政部门为
其提供生活救助。为防止李某发病造成更
大的危险，在取得其父亲同意后，李某被送
往就近医院接受治疗。

因伤情较为严重，交警毛伟被转往西
京医院进行救治。西京医院医生诊断发
现，毛伟的伤情比较复杂，需要住院连续治
疗，14日将面临第一次手术。

嫌疑人张某亮目前因涉嫌妨害公务
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交警碑林大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次交警遇袭事件性质恶劣，危害重大，公
安机关对这种暴力抗法行为将严惩不贷。

据了解，自两三轮电动车非法载客专
项整治以来，交警碑林大队持续对两三轮
车交通乱象严管严查，在南稍门十字设立

了非机动车行人执法站，纠正各类非机动
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还在环南路下穿隧
道对违法的非机动车进行劝阻处罚，查扣
两三轮车非法营运。

“两三轮车非法营运违法成本小，查
扣难度大，和交警发生言语冲突、肢体对
抗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此希望广大市民
能多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拒绝乘坐黑
三轮、黑摩的，不给他们以生存空间，同时
这也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交警王
凯说。

文/图本报记者李佳实习生鱼晓娜

袭警事件性质恶劣 公安机关将严惩不贷

本报讯（记者李佳实习生鱼晓娜）
记者昨天从西安交警部门了解到，为
进一步优化未央区政法巷交通组织，
提升道路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
规定，结合前期会同相关部门对现有
区域路网交通通行情况的反复调研、
单行线方案设计与征求民意后，西安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于 2018年 9

月 17日零时起，对未央区政法巷（未央
路至荣民路段）实行单行交通组织，具
体措施为：1.政法巷（未央路至荣民路
段）实行由西向东单向通行；2.未央
路、荣民路保持现有双向通行交通组
织不变。

交警近期对政法巷交通标志标线等
交通设施进行更改，请途经车辆、行人注意
交通组织的变化，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
通行。

不满被查处

黑摩的司机
持砖袭警

近来，西安交警部门持续开展

两三轮电动车非法载客整治行动。

然而，个别黑摩的司机不但不配合

交警执法，反而对执勤交警公然进

行报复。昨天上午，交警碑林大队

就通报了一起近期发生的案例。

民警火场
抱出滚烫煤气罐
事发阎良一民宅 幸无人员伤亡

政法巷（未央路至荣民路段）
17日起实行单向通行

9月7日早高峰时段，西安交警碑林大
队便衣民警毛伟和同事等5人，在南二环
太白立交桥下西北角由东向西辅道，依法
纠处两三轮车非法载客、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对交通不文明行为进
行专项整治。

8点40分许，整顿工作即将结束时，一
名头戴帽子的男子骑着红色电动摩托车沿
辅道由西向东逆行。当电动车骑到距交警
毛伟约3米处时，该男子突然从电动车踏

板上摸出一块地砖，用地砖的尖角迎面砸
向交警。

该男子在袭警的整个过程中，车辆都
没有减速。袭击交警后，男子还辱骂交警
并驾车加速逃离现场。交警毛伟随即被送
往交通医院进行检查，结果显示，其左侧上
颌窦前壁、后外侧壁、左眼眶外侧壁、左颧
弓骨骨折；左颞磷部骨折可疑；右侧上颌窦
腔内积血。毛伟面部还存在鼻梁骨等多处
骨折。

一块地砖迎面砸来 交警面部多处骨折

经调查，行凶男子张某亮，男，35岁，
陕西三原人，归案前在一家饭店做后厨，平
日兼职开黑摩的，此次袭警属于蓄意报复
便衣民警。当天上午8点20分许，张某亮
驾驶黑摩的载一名女性乘客经过南二环，
当时交警对他进行了拦截，但张某亮强行
冲卡，逃离了现场。

随后，张某亮骑着电动车在交警检查
点多次进行观察，并确定了便衣交警毛伟
是拦截他的警察。8点40分左右，张某亮
戴上帽子等配饰对自己进行伪装，在附近
地面捡起一块破碎的地砖，并将砖块放在
电动摩托车的踏板上，在南二环加速逆行

靠近检查点，对交警实施了报复。
经执法记录仪画面及小雁塔中队两

三轮车整治工作台账比对，9月 12日，太
白路派出所民警在西华门一饭店内将嫌
疑人张某亮抓获。初审中，嫌疑人张某
亮拒不承认其袭警的事实，但在一系列
证据下，张某亮最终如实供述了其报复
袭警的犯罪事实。交警调查还发现，6
月 19日，张某亮曾因违法载客行为被处
理过，而且处罚单据上标注着“从严从重
处罚”字样，说明第一次对其进行查扣时
就存在强行冲卡行为，并和民警存在言
语冲突。

暗中监视交警行动 乔装打扮公然报复

▶嫌疑人张某亮指认作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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