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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正在装修的房子，家具电

器都未进驻，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呢？民警提醒，不设防的在装房屋

可是蟊贼的金盆宝地，堆放在屋内

的各类装潢材料，包括电线、油漆、

洁具都是小偷的青睐之物。

日前，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了一

起系列盗窃在装房屋建材案，犯罪

嫌疑人吴某被刑事拘留。

案例分析：

1、嫌疑人瞄准目标多为新建

小区，很多户人家正在装修。嫌疑

人事先进行踩点，伺机作案。

2、在装房钥匙藏哪里窃贼竟

然全知道。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吴

某先前做过一阵子泥水工，凭借工

作经验，他知道很多正在装修房屋

的业主为了方便工人进出，会将钥

匙放在门口的隐蔽处。

警方提醒：

随着人们对房屋装修的要求

越来越高，很多装修材料的价值也

越来越高，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作

案的目标转向了装修材料。加上

业主对在装房疏于防范，甚至为图

方便将钥匙放在小偷触手可及的

地方，最终蒙受损失。警方提醒各

位业主，请做好防范措施，谨防失

窃，切不要因为方便自己也方便了

窃贼。

流窜作案途经道口
细心盘查三人落网

近日，几名男子从浙江窜至金

山实施盗窃作案，得手后驾车逃离，

结果在车辆途经金山道口时，被细

心的民警发现疑点，当场查获现金

2万余元以及一批作案工具。

10 月 11 日 19 时许，金山交警

支队新联检查站民警在对一辆湘

D 开头的出沪车辆进行例行检查

时，发现车内三名男子形迹比较可

疑。民警将三人带入安检室，同时

对车内物品进行进一步检查，先后

在车辆侧门、中控台、副驾驶工具

箱等处发现金锁、金项链、钻戒以

及约 2 万元的财物，另外还发现软

塑板插片、剪刀等作案工具。民警

随即将三人移交至派出所进行进

一步调查。

经审查，三名犯罪嫌疑人交

代，因为赌博输了钱，便想到开车

从浙江到金山来偷东西。他们经

过事先商量后，于当天中午驾车窜

至金山卫镇某小区实施盗窃。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千里追踪擒嫌犯 送上锦旗表谢意
近日，市民赵先生将一面写着

“破案迅速神警雄风”的锦旗和一封

感谢信送到干巷派出所民警手中，感

谢办案民警不辞辛劳、迅速破案，全

力追回了其儿子的学费。

原来，8 月 27 日晚，赵先生向干

巷派出所报案称：其于当日 17 时放

于其住所房间床头柜抽屉内的 2100
元现金被盗。接报后，干巷派出所及

时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展开侦查工

作。经缜密侦查，发现当晚一名骑电

瓶车的男子到达过案发现场，后经过

多次走访调查，发现暂住于干巷镜中

苑的男子佟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然

而，佟某已离开干巷返回了辽宁老

家，派出所立即会同刑侦支队、网安

支队成立抓捕小组，并迅速确定了嫌

疑人的落脚点。9 月 9 日，办案民警

远赴辽宁开展抓捕工作，并于 9月 12
日将盗窃嫌疑人佟某抓获。经审查，

佟某对自己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成功侦破该案后，民警将追缴的财

物发还给了被害人赵先生，为其挽回了

经济损失。赵先生对民警的辛勤付出

表示感谢，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

操作失误转错账 民警助力挽损失

眼下，不少人都习惯用手机办理

银行转账等业务，因操作失误导致转

错账的事也时有发生。近日，市民李

先生就因自己一时疏忽，将 7 万元款

项转到他人账户上，好在民警帮忙联

系，追回钱款，挽回了损失。

据李先生回忆，当天晚上，他准

备向生意伙伴夏先生转账 7 万元，按

照往常习惯，他拿出手机通过网银向

对方完成了转账，起初也并无异样，

直到接到夏先生的电话询问钱款时，

李先生一看才发现转错了。

原来，在李先生的转账存根名单

里，夏先生账号和另一位丁先生的账

号是挨着的，而李先生一时大意，错

将要给夏先生转的钱款，转到了丁先

生的账户中。而更麻烦的是，李先生

和丁先生只是生意关系，并不相识，

找这个人的联系电话也找不到，无奈

之下只能到派出所报案。

象州路派出所民警接报后马上

开展相关工作，经查询发现与丁先生

同名同姓的人较多，李先生也不能提

供相关的有效信息。于是，民警就把

李先生带到银行，经过银行工作人员

的查询，民警获取了丁先生的电话。

在做了相关的沟通后，丁先生愿意主

动把钱退还给李先生。

警方提醒，市民用手机转账时，

切记核对好收款人的信息，确认无误

后再进行转账，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

失。

热心群众发现走失小孩
民警带回帮其找到父母

10 月 11 日晚 18 时许，松隐派出

所值班民警严佳康接到分局指挥中

心指令：有群众在亭枫公路与康发

路路口看见一名大约七八岁的男孩

在马路上闲逛，车辆不断从他身边

驶过，情况十分危险，希望民警前去

救助。

民警接警后立刻赶到该路口，

看见热心群众陪着小男孩正站在路

边等待民警前来。严佳康在现场先

俯身安抚了小男孩的情绪，然后询

问他为何在此处及父母情况，该小

男孩告诉民警，自己是松隐小学的

学生，放学后因迟迟未等到父母来

接，于是在自己回家的途中迷路

了。由于小男孩无法说出父母的姓

名及联系方式，民警谢过热心群众

后将其带回所里，继续为其寻找父

母。

民警给小男孩买了面包饮料，

将其安顿好后联系到了该小男孩的

班主任，老师称其父母没接到孩子，

心急如焚，已在四处寻找。当小男

孩的父母到派出所看见孩子一切安

好后，万分感激地握住民警的手，不

断地说着：“谢谢，谢谢……”

顺手盗盆只为养龟
两男子被警方抓获

商铺门外的空花盆和木凳居

然也会被人觊觎偷走！近日，枫泾

派出所民警就抓获了两名盗窃嫌

疑人，得手后竟然只是准备拿回家

养乌龟。

近日，朱枫公路上一家店铺的

经营者傅先生到枫泾派出所报案

称，他在店门口种植了些盆栽，不

料，国庆节期间竟有人偷走了一个

大理石花盆和一个木凳。这个花

盆是他 10 年前花 3000 元购买的，

是大理石材质的工艺品。民警调

取店铺周边监控反复查看后发现，

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 SUV 经过店

铺时，下车将花盆和木凳搬走了。

在精确锁定车牌后，警方很快找到

了犯罪嫌疑人。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单某和梁

某对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称

当日路过傅先生未营业的店铺时，

看中了门口的一个花盆，欲拿回家

养乌龟，遂下车将该花盆和边上一

个木凳搬上了车。

目前，两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

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千里流浪觅归途 民警接力暖人心
10月 10日晚 18时许，天已渐黑，

当民警巡逻至张堰镇卫零北路旧港

二村处时，发现桥洞下有一阴影在挪

动，定睛一看，竟是一个大活人躺在

桥洞里睡觉！民警宋清清当即上前

询问，靠近后才发现眼前的男子衣衫

褴褛、满脸胡渣、皮肤黝黑，裤子和鞋

子上还有磨损的破洞。考虑到在桥

洞下睡觉太危险，男子神情又略显恍

惚，宋清清便先将男子带回派出所作

进一步调查询问。

在派出所内，值班民警金腾对其

进行了详细询问。原来，该男子姓

陈，今年 28 岁，原本在苏州打工，因

脾脏破裂动手术花光了积蓄，又因工

厂拖欠工资导致其银行卡内仅剩 200
元积蓄。在银行 ATM 机取钱时被机

器吞了卡，又不慎遗失了手机和钱

包，变成了一个无暂住地、无身份证、

无手机现金的“三无”人员。他从苏

州花了 20 余天一路步行至张堰，因

身无分文打算徒步走回湖南老家。

又自诉记性不好，记不得任何亲人的

联系方式，只知道跟着太阳一路往西

走可以走回老家，故而一路靠翻找垃

圾桶内的残羹剩饭勉强生存。

听了陈某的遭遇，民警唏嘘不

已，并为其准备了饭菜。看陈某狼吞

虎咽吃完后，民警询问其是否愿意去

救助站。在得知救助站会帮其买车

票并送回家时，感激万分，忙点头答

应。当晚 19 时 30 分许，在完成基本

情况核实和登记后，民警张宇自告奋

勇送陈某去救助站，路上张宇还不忘

叮嘱：“身份证遗失应该先去当地派

出所补办，这样就可以去银行把被吞

的卡取出来，工资拿不到应该走正规

的维权途径，记不得家人的电话可以

拿本子记下来……”看着年仅 28 岁

的小伙子却苍老得像 40 岁，民警们

都希望小伙子今后一路顺遂，早日和

家人团聚。

打击违法犯罪 倾心为民服务

房子装修要“设防”

蒙山路派出所、刑侦支队民警开展人口核查

朱行派出所民警上门为卧病在床的老人办理身份证

新农派出所民警上门办理户籍业务

漕泾派出所民警帮助群众找回遗失的双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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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芬芳结金兰
——梁同书与枫泾文人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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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伟新

梁同书与陈如冈交往频繁，他俩一个

擅长书法，一个精于刻石，恰似一对好搭

档。

陈如冈（1756—1801），字晋笙，枫泾南

镇人。以铁笔得名，所镌碑帖，较墨本无毫

发差。梁学士同书评为“江浙第一手”。

梁同书所书《张节母周太孺人寿序》，

碑石的镌刻者就是陈如冈。谢恭铭藏于

“望云楼”的碑石基本上是陈如冈镌刻的，

其中包括相当多的梁同书手迹。据说梁同

书写字，只用虚白斋的纸，夏歧山、潘岳南

的笔，而刻石必陈如冈、陈云杓、冯鸣和。

看来梁同书与陈如冈也可称为金石之交。

梁同书评价陈如冈的刻石功夫为“江浙第

一手”，显然梁对陈也是相当钦佩和器重

的。

梁同书与赵金简也交往颇深。赵金简

长期寓居杭州，在书法方面久负盛名，年龄

上又是梁同书的长辈，两人因书法结缘，成

为忘年交。

赵金简(约 1689—1772)，字玉书，一字

石函，号赤绣，枫泾北镇人（上虞籍）。乾

隆四年（1739）进士，历官杭州府教授兼理

敷文书院。清代书法家。擅长行、楷书。

枫泾海慧寺重修山门时特意请他题写了

“风溪第一山”的匾额。楷书诗被镌于上虞

王望霖的《天香楼藏帖》碑刻中。

梁同书与赵金简经常在一起交流书法

技艺，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金简因病

去世后，梁同书在杭州购了一块墓地相送，

葬赵于西湖之滨，此举足以证明两人的关

系特别亲近。

乾隆嘉庆年间，枫泾文人中擅长书法

并见于志书的有许王猷、管世昌、陈孝咏等

40余人，梁同书与这些文人可能也有过接

触和交往，只是缺乏史料记载而未能得

知。但无论如何，大书法家梁同书翰墨芬

芳，与枫泾文人义结金兰，并在枫泾留下了

许多珍贵的墨宝，影响了枫泾书法文化的

发展，成为枫泾人心中难忘的历史。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在书法界与刘墉、翁方纲、王文治并称“清四大家”的著名书法家梁同书，与枫泾文人的交往甚密，其中诗文翰

墨是很重要的纽带。

梁同书(1723—1815)，字元颖，号山舟，晚年自署不翁、新吾长翁，浙江杭州人，著名书法家，大学士梁诗正之子。乾隆十七年

（1752）特赐进士，入翰林院，官至侍讲学士。12岁即能书写擘窠大字。初学颜真卿、柳公权，后取法米芾，工于楷、行书，年90余岁，尚

为人书碑文墓志。传世书迹甚富，小楷书作尤多。著有《频罗庵遗集》。

梁同书与枫泾文人之中交情最深的要数吏部左

侍郎谢墉。梁、谢两人同年中进士，一同进翰林院，又

同为江南人士，书法上也有共同爱好，关系非同一般。

谢墉（1719—1795），字昆城，号金圃、东墅，清著

名学者，能诗善文工书。

乾隆南巡时诏试获第一，赐举人。乾隆十七年

（1752）进士，入翰林院，官至吏部左侍郎。曾九次主持

文闱，得士称盛。著有《听钟山房集》《食味杂咏》等。

谢墉与梁同书的交往情景大部分反映在诗赋

中，如谢墉《送山舟南归五首》诗曰：“海内论知己，无

多旧雨留。忽忽送君去，黯黯使人愁。落日淡黄叶，

寒波下白沟。一行南雁外，极望暮云浮。”对于梁同

书的南归，谢墉以诗表达了恋恋不舍的别离之情。

梁同书也有不少赠谢墉的诗，如《病中谢金圃惠

赠地黄鹿腩并系以诗即依韵报谢》：“一檄飞来玉籍

仙，顿教宿疾脱尘缘。破除世上熊蛙食，分养山中草

木年。长庆清吟难属和孝威俪句更难传。怜予风雪

关门坐，拟待春灯访竹边。”反映的是两人互相问候

关怀以及诗歌唱和的景况。

当年，谢墉与梁同书等友人经常在一起饮酒吟诗，

尤其是几个重要节日都会定期相聚。如谢墉《梁山舟同

年招饮紫藤花下不得赴为诗以谢并志怀相国夫子暨令

弟冲泉三首》诗句：“年年此会知相忆，可信诸天谪酒

狂。”可以想象在这个季节他们是每年相聚的。

再看梁同书的诗，《腊八日谢金圃、吴双溪、王西

庄、陈宝所过翻袜庵同礼明吴彬画达摩像设粥作供

限五古》诗中起句：“佛粥忆去年，诸天满丈室。”诗中

带出了去年也聚过的回忆。又如《乙亥三月三日同

谢东君、金圃、施耦堂、陈宝所、冲泉弟城东修禊访冯

相国万柳堂旧址用少陵丽人行首句分韵得三字》，

《九日同江二（衡）、吴大（宽）、谢三（墉）、韦五（谦

恒）、陈三（鸿宝）陶然亭登高》等，诗中的“腊八”“三

月三日”“九日”（重阳）等都是民俗节日，可见他们每

年要相聚数次。

梁同书还经常与友人在谢墉府邸谈诗论书和欢

聚。如《秋圃杂咏同人集听钟山房分赋》，这“听钟山

房”，就是谢墉的书斋室名之一。

谢墉与梁同书交往长达 40 多年。两人情同兄

弟，这在梁同书的文章中也有不少表述。如《跋谢东

墅南北食味杂咏诗册》曰：“东墅谢三兄为先文庄公

门下士，后与余同年入词馆，晨夕过从，情谊如昆弟，

而学问兼师友也！”

最后，谢墉的墓志铭也是梁同书的书迹（碑刻现

藏于安徽米公祠）。

情 同 手 足
相交 40 载

书法结缘
文化交心

梁同书不仅与谢墉相友善，与谢

垣也有交往，三人都十分热爱书法。

谢垣（1715—1788），字载东（谢

墉之兄），号东君，又号漫叟。枫泾

南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成进

士，官至刑部员外郎。清代诗人、书

画家。擅草书、画山水。

梁同书与谢垣的相识比较早，

因同样爱好书法，彼此惺惺相惜。

梁同书在《为谢东君（垣）写大方广

佛华严经如来现相普贤三昧品册子

跋》一文中提到：“癸酉、甲戌间，东

君先生于京师市上得藏经纸小册一

本，持来示予嘱书。”

癸酉即乾隆十八年（1753），说

明两人很早就已认识，而且对书法

已有交流。还有梁同书的《乙亥三

月三日同谢东君、金圃、施耦堂、陈

宝所、冲泉弟城东修禊访冯相国万

柳堂旧址用少陵丽人行首句分韵得

三字》诗，诗题中已写到谢垣（东

君），也可见证在乾隆（乙亥）二十年

（1755）时，梁同书与谢垣、谢墉（金

圃）兄弟一起雅聚的情景。

梁同书与谢恭铭的交往也值得

一提。谢恭铭是书法家，喜爱碑帖，

两人之间因书法、碑帖，交往颇深。

谢恭铭（1754—1820），字寿绅，

号石农（谢墉次子），清代书法家、藏

书家。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官

内阁中书、文渊阁检校。擅长书法，

喜收名人墨迹碑帖，籍此刻有《望云

楼集贴》，相国曹振镛作诗纪之。

两人的交往集中体现在谢恭铭

的《望云楼集帖》和碑帖刻石中。

集帖中有很多是梁同书的墨

宝，而在望云楼的碑刻中，涉及梁同

书书迹的碑石有《谢东墅墓志铭》（5
方），《临定武兰亭序》《题陆朗夫中

丞誓墓图汇》《复孔谷园论书》（8
方）、《频罗庵诗帖》（5方）；另外字迹

已模糊的还有10多方。

这些碑石现收藏于安徽米公祠

（由刘秉璋从枫泾望云楼运至安

徽）。望云楼能有这么多关于梁同

书手迹的碑刻，也是梁同书与谢恭

铭密切交往的证明。

枫泾文人中，书法家张身涛是梁同书十分投缘

的好友，梁同书曾在不少文章中提起这位“好友张

翔鹭”。

张身涛（约 1735～？），字翔鹭，号酉樵。国子

监生，枫泾南镇人。清代学者，书法家，擅长隶

书。好读书，其室名曰“娱志居”，海宁查虞昌为之

撰有《娱志居记》，梁同书为该记书以入石。

梁同书在《为张翔鹭书<娱志居记>跋》文中提

到：至清风泾盘桓“娱志居”（张身涛宅）者三日。

能连续三日盘桓“娱志居”，梁张的关系不言而喻。

梁同书有不少文章涉及张身涛的。如《赠张

翔鹭长生瓦枕铭》《张翔鹭赠寿星竹短杖铭》《跋张

翔鹭隶书格言》等。还为张身涛父辈张正鉴的侧

室王氏撰传，又为张身涛的岳父郁昌龄撰写《郁翁

家传》等，足以说明梁同书与张身涛的情谊之深。

但凡张身涛索要书帖，梁同书是有求必应，慷

慨留下了许多墨宝。如梁同书特意为张身涛书写

的《嘉善张氏祭田放生二记》（碑石已散失）《娱志

居记》（碑石疑在安徽米公祠）《张节母周太孺人寿

序》（碑石现藏于金山区博物馆）。

再如张身涛曾请梁同书为蔡维熊《枫泾镇同善

会碑记》一文书以入石，（梁同书《书<枫泾镇同善会

碑记>跋》文中有“友翔鹭张君介请”语）。嘉庆五年

（1800），枫泾人郁昌龄夫妻（张身涛的岳父母）同为

90岁，朝廷赐八品寿官，梁同书题额“双庆”，又题

“北极衢真同寿域，南陔眉桉两仙人”对联一副。

梁同书与张身涛的相知也缘于书法牵的线。

张善隶书，能诗文。流传至今的有隶书“心是西方

无量佛，寿如南极老人星”对联轴一幅。乾隆四十

五年（1780）乾隆帝南巡，张身涛献缮册邀睿赏，当

年恭进的隶书《西湖十景诗》（木板经折装），尚流

传于世。

在武汉黄鹤楼碑廊至今还有张身涛书写的

“心是无量佛，寿为老人星”对联碑石。

梁同书与枫泾王启焜也很有交情，王启焜也

是书法家，而且与谢墉还是儿女亲家。

王启焜（1730—1798），字东白，枫泾南镇人。

因军功官至四川布政使，赏戴花翎。《枫泾小志》称

其：“能文善诗，擅长书法，笔力可追董其昌。”

从梁同书的《王东白送佛手柑》《送王东白之

蜀丞任四首》《题嘉善王启焜<浣花吏隐图>即送之

官蜀丞》诗和《跋丁丑所书<贤首经册>（秋汀为王

启焜字东白）》《跋癸未所书<方便品册>》《跋沈谵

园为秋汀画册》等文，依稀可看到当年梁与王之间

的深厚友谊。

谢墉的《寄王东白》诗句：“平生金石交，山舟

与东白”也能见证山舟（梁同书）与东白（王启焜）

的情谊。

寄志翰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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