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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男孩滚下楼梯摔伤
经拍片检查颅内骨折，伤势较重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吴金彪) 11月7日

上午，在十里河附近一居民

楼内，一名5岁男孩从二楼

摔下，头部受伤，被紧急送往

医院。记者从医院了解到，男孩

颅内骨折，目前还需观察治疗。

7日上午11点多，记者

在省立医院急诊室外看到，

受伤的孩子正在接受清创治

疗，家人在一旁陪护。一位自

称是他们邻居的年轻男子

说，受伤的男孩今年5岁，在

十里河住，上午小男孩不小

心从二楼楼梯上滚了下来。至

于是怎么摔下来的，他也不是

很清楚。据了解，孩子受伤后，

他们先将孩子送到了济南市

儿童医院，后又乘出租车来到

了省立医院。

在清创室外，记者看到

孩子额头用纱布包着，父母

则在一旁焦急地等待。一名

刚刚对孩子做完检查的医生

告诉记者，除了头部受伤，孩

子“嘴上还有两道口子”，伤

势比较重。

据一位外科医生介绍，

孩子经过拍片检查发现颅内

骨折，“缝了几针，暂时没有

生命危险，不过还需要观察
治疗。”由于孩子父母情绪比

较激动拒绝采访，记者没能

就相关细节向对方核实。

本报近期多次报道过婴

幼儿不慎从楼上坠落的消息。

10月28日上午，在济南香港街

一出租屋内，一名两岁多的女
孩从三楼窗台摔下。据了解，事

发时房间开着窗子通风，孩子

母亲在门口洗衣服。

在此，本报再次提醒家

长，要看护好自家的小孩，千
万不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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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尉伟) 11月6日

上午，解放路一商场旁，一
名在路边停车的男子以

“马上就回”为由拒交停车
费。在收费员郝师傅的多

次催促下，他才掏出一张
十元钞票。结果，郝师傅发
现是张假币。

11月6日上午，一辆

白色轿车停在了解放路附
近一商场旁，开车的是一
名中年男子。由于轿车停

在收费区域，管理员郝师

傅随即走上前去，“1小时
2块钱”。

可那名中年男子没有
交费的意思，郝师傅几番
催促，对方一再拒绝并表

示，他去去就回，也就两分
钟的事儿。

因常有司机找借口

不交停车费，郝师傅就

告诉那名中年男子：如

果他五分钟内能返回，

自己就将停车费退还。

那名中年男子听后掏出
了钱包。翻弄了一会儿

后，他拿出一张十元钞
票递给郝师傅。

郝师傅接过钱一看，

连忙要求对方换钱。他觉

得这是一张假币。双方因
此发生了争吵。

很快，110民警闻讯
赶来。

了解情况后，110民

警拿着那张十元钞票与那

名中年男子一起到附近的

一家银行鉴定。那张十元

钞票被银行的工作人员查
扣，的确是张假币。

中年男子潘某表示，

这张假币是他以前买东西

时别人找回的。郝师傅缠
着他非要停车费，他一气

之下就把假钱掏了出来。

(线索提供人 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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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尉伟) 7日上午，

历山路上一酒店门前，喜

炮连连为一对新人庆婚。

而路对面，相距数十米远

的停车场内，工作人员却

叫苦不迭：他们那里“石

雨”不断，一辆私家车前
挡风玻璃还被飞石“毁

容”。

7日上午10点，王先

生将车停在历山路与花园

路交会口东南侧的一处停

车场内。可谁想，开会的王

先生屁股还没坐热，就被

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叫了出

去，“你的车被砸了”。

王先生跑到车前一

看，前挡风玻璃上有裂纹，

尤其是靠上的部分被砸出

一个鸡蛋大小的坑，周围
“蛛网”密布。

王先生的爱车四周不
少车车顶覆盖了一层白色

粉末。而停车场内，白色碎

块随处可见，有的甚至大
如核桃。

“对面有人放礼花！”

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老刘

说，大约10点15分，路对

面一家酒店门前，突然响

声大作，鞭炮、礼花不断，

原来一对新人在此摆宴庆
婚。

尽管与这家酒店相隔
五六十米远，可老刘等人

却叫苦不迭，天空中不断

有白色的碎石啪啪落下。

更悬的还在后面，突然

“砰”的一声巨响，一块核

桃大小的石块从王先生的

车上滚落下来，老刘也被

碎石击中，深蓝色的制服
上留下了一块鸡蛋大小的

白色印迹。

“太悬了，多亏没伤

人。”停车场的工作人员

拿起一块核桃大小的碎

石块，使劲朝地上摔去。

结果，除了地上又多一

白色印迹外，石块几乎

完好。

接到王先生报警后，

110民警迅速赶来。

很快，一名手持“主

管”胸花的男子从对面赶
了过来。

经过协商，男子掏出

七百多元钱递给了王先

生，并连连道歉。

摄影 尉伟

(线索提供人 刘先生)

社区居民患重病

他拿老婆钱资助

说起崔凯，同事都知道

他向老婆借钱的事儿。

2008年，崔凯跟也是民

警的女友高奕结了婚。因为
之前在济南市区买了一套房
子，小崔每月所发的工资基

本上都拿去付月供。结婚后，

小崔的相当一部分花销是用

老婆的工资卡。恰恰在这种

情况下，崔凯辖区的居民、他

的好朋友王峰(化名)却突然

病倒，成了植物人。

崔凯不忍心不帮忙，自

从2006年认识后，两人关系

就很好。那时候，22岁的崔

凯刚在东关派出所第四警务
区当了半年的社区民警，因

为都爱打篮球，与比他大3

岁的社区居民王峰成了好朋

友，两人无话不聊。

崔凯想帮他，可他哪还

有积蓄？他向同事借了5000

元钱，又悄悄从老婆的工资

卡里取了5000元，凑了1万

元送到王峰家中。望一眼举

债帮忙的小崔，再望望一动

不能动的孙子，王峰75岁的

奶奶泣不成声。

因为崔凯的“先斩后

奏”，妻子高奕发现少了一
笔钱时，好一顿生气。不
过，等崔凯将王峰家中的

情况一一说明，妻子非常

理解和支持。

这一年来，尽管已经调

换了警务区，崔凯还是经常

往王峰家跑，看看他家缺什

么，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帮忙

的。

“自从王峰病了后，里里

外外都是崔凯帮忙，给我们

联系医院、申办低保、办残疾

人证……他比亲人还亲。”王

峰奶奶对这个外来孙子赞不
绝口。

瘫痪老人被水淹

雨夜急救抬出来

像帮助王峰这样的事，

崔凯做了不少。

今年8月9日凌晨，大雨

倾盆，东关派出所辖区内多

处积水，辖区居民人身财产
安全受到威胁。崔凯和几名

同事一夜没闲着，四处接警

救助受困者，其中救助东关

社区居民翟大妈的一段，崔
凯记忆颇深。

当时是凌晨2点多，居

民报警称家里内涝，瘫痪在

床的病人都快被水泡了。情
况紧急，崔凯和另外三名同

事穿上雨披，深一脚浅一脚

地蹚着齐腰深的雨水，进入

居民翟大妈家中。

翟大妈瘫痪在床两年

了，站不住坐不起，唯一的办

法就是把她从家里抬出来，

可惜门窄床宽，抬不出来。四

名民警最终想了个主意，四

人两两手拉手“造”一个担

架，再在上面铺棉被，把病人

抬到安全之处。

危险不在脚下，而在水

中。“东关是老城区，电线失

修，一下雨特别危险。”果然

不出所料，崔凯在缓缓挪步

时一个趔趄，半个身子跌入水

中，而不远处，一根电线就耷
拉在水中。崔凯吓得一激灵，

赶紧站好，所幸没出危险。

事后，居民要给崔凯等人

送锦旗，他们连连摆手，“咱是

片警嘛，这都是应该做的。”

其实，老百姓的眼睛看

得清楚：干的好事多了，谁还

管事大事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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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姬生辉) 7日，一市

民在四楼阳台晾衣服时不慎

摔下，因身体向下趴着落地，

胸部和头部受伤，幸无生命

危险。

7日下午4点，记者赶至
106医院急诊室时没有见到

受伤市民，一位值班的外科

医生告诉记者，大约一小时

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送

到急诊室，“患者头部和胸部
有明显外伤，但神志还算清
醒。”该医生说，经过初步检

查，患者四根肋骨骨折，头部
有两处外伤，但基本无生命

危险。

随后，骨科病房一位医

护人员告诉记者，该患者正
在治疗室进行头部伤口的缝
合。透过治疗室玻璃记者看

到，受伤男子躺在移动病床

上，身体不能移动，正在接受

治疗。

受伤市民的家人告诉记

者，事发前，他正在四楼自家

的阳台上晒衣服，因没站稳

从阳台上摔了下来。

四楼阳台上晾衣服

坠地摔断四根肋骨

停车交费不情愿

掏出假币坑看车人

这边喜炮响咚咚

那边“石雨”砸轿车

长清区东关派出所社区民警崔凯———

“偷”老婆的钱帮助别人
本报记者 陈朋

崔凯是个小片警，年龄小、职务小，成天跟街

坊邻居打交道，为这些小事儿当“判官”，平时干

的活儿也没多少惊天动地的。但26岁的小崔不急

不恼，从2005年至今，他在长清区东关派出所一

干就是五年，硬是在片警的位置上干出了名堂。

男孩在接受治疗。 吴金彪 摄

崔凯给王峰擦脸。 孙海东 摄

就是这些石块把车砸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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