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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人后装雷锋企图瞒天过海
肇事者送伤者入院后逃逸，目前已被行政拘留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
记者 段学虎 通讯员 曹

延习 沈宝军) 苏某肇事后

装成“活雷锋”将伤者送往医
院，并谎称肇事者是其买水

果时认识的一个朋友。近日，

“假雷锋”苏某终于现了原

形，目前已被行政拘留。

2010 年 11 月 10 日 22 时
许，东营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

队事故处理中队值班民警接

指挥中心转警：济宁路南里批

发市场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肇事车逃逸，伤者正在医院抢

救。民警赶到事故现场，发现
一摊血迹和一辆车遗留的灯

罩。经办案民警对受害者进行

询问得知，有一个人把他送到

医院，那个人称肇事者是其买

水果时认识的一个朋友。

民警根据受害人提供的

线索，对送伤者到医院的“活

雷锋”烟台市人苏某展开调

查，摸清了苏某当晚的活动

轨迹，并对当晚与苏某一块
吃饭的其他三名同事进行单

独询问。同时调取卡口录像，

经比对，民警查到苏某名下
有一辆车号为鲁 Y7XXXX

的别克商务车。苏某承认，鲁
Y7XXXX 确实是自己的，苏

某称自己在事故发生时，经

过此路段看到有人躺在地

下，就和同事将伤者送往医
院，并垫付了部分医药费后

离开。

民警传唤苏某到直属一
大队验车时，苏某称，其车已
不在东营了，现在去不了。但

是民警通过监控卡口，确定

肇事车并没有出东营。功夫

不负有心人，15 日下午，民警

在东营区西三路一酒店停车

场找到了涉嫌肇事车辆，但

涉嫌肇事的司机苏某拒不承

认其有肇事行为。

16 日，在铁证和民警的

心理攻势下，苏某终于低下

了头。原来，当苏某肇事后，

心里特别害怕，迅速打电话

叫来同事，用同事的车将事

故伤者送往医院，并垫付了

部分医药费后，就跑回了住

所。因为伤者对肇事车型、

车号均不清楚，再加上苏某

又是送伤者去医院的大好

人，苏某以为能够瞒天过

海。但是纸包不住火，助人

为乐的“活雷锋”，最后成了

“拘留客”。

经查实，2010 年 11 月 10

日 2 2 时 许 ，苏 某 驾 驶 鲁
Y7XXXX 别克商务客车，沿

济宁路由西向东行驶，行驶

至济宁路南里批发市场门口
处时，撞上了步行至此处的

孙某，造成事故后，苏某驾驶

同事的车送伤者去医院，之

后匆匆离开。苏某的同事则

驾驶肇事车辆离开现场。

目前，肇事者苏某已被

行政拘留。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加元) 一女士
深夜致电网友小张，声称要到网友

小张家中借宿，小张欣然同意。两人

在经过暧昧的一夜后，早上醒来，小

张发现家中被盗，经过滨海警方缜
密侦查，24 日民警成功抓获犯罪嫌
疑人，并将赃物归还失主。

11 月 20 日早 9 时许，滨海公安

局基地分局刑侦大队接到张某报

警称，自称王某某的网友到家中借

宿后，早上趁小张熟睡期间，盗窃

家中的笔记本电脑和部分现金后

溜走。随后，张某向警方叙述案发
整个过程，11 月 19 日晚 10 时许，

张某接到自称王某某女网友的电

话，她说没有地方住了，要到张某

家中借宿一晚。张某欣然同意，“王

某某”到张某家中后，两人从网络

到现实，度过了暧昧的一夜。第二

天张某醒来，发现“王某某”不见了

踪影，在仔细观察后发现笔记本电

脑和部分现金丢失，张某连忙到基

地分局报警。

民警让张某利用 QQ 继续和

“王某某”联系，第四天，王某某居然

给张某回话了，并邀请张某到她租

住的房子里去玩，张某立即将消息
反馈给刑侦民警，24 日中午，两人

约好地点见面，民警在张某的指引
下在广饶将“王某某”抓获。

经审讯，“王某某”姓杨，平时喜
欢网上聊天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她

不想上班还贪图享受，于是她产生

了利用见网友进行盗窃的想法，她

认为男人在偷腥后肯定不会声张，

逐渐将目标锁定了小张。

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

滨海警方刑事拘留。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薄友玲) 24 日凌

晨 5 时许，市民周某的父亲突发心

肌梗塞被送往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终因病情严

重抢救无效死亡。据了解，这已经是
四天内中心医院接到的第四例因突

发心脑血管病死亡的病人。

据悉，21 日中午 11 时许、23

日凌晨 5 时许、23 日中午 11 时许、

24 日凌晨 5 时许，73 岁、79 岁、60

岁、66 岁的四位老人相继因突发
心脑血管病，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

死亡。

据胜利油田中心医院急诊科秦
主任了解，秋冬季交替的时候，最容

易诱发老年人的心、脑、肺等疾病。

由于冬季气温变化大，老年人适应

能力差，气温突变就容易诱发心脏

病、脑血管病、肺部疾病等。老年人

应时刻关注气温的变化，注意保暖，

避免寒冷给老人过强的刺激；作息
时间上要规律，这样才能有好的免

疫能力；饮食方面注意不要吃太油

腻的食物；避免体力劳累和精神上

的过度喜、怒、焦虑。

秦主任提醒广大市民：老年人

如遇突发病情，应该在第一时间拨

打 120，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救治，

不要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留女网友过夜竟是引狼入室
一男子家中笔记本电脑和部分现金不翼而飞

近日降温老人多发心脑疾病
四天内油田中心医院已接到四起同类病人

24 日，垦利西双河首集市场一个抽奖摊前，摊主在介绍游戏规则，

抽中 1-7 中的任何一个数字，有不同的奖品免费赠送，抽中 8 的话，就

要花 20 元钱购买 2 支钢笔，一老年人不到 3 分钟通过抽奖花 60 元买

了 6 支造型粗糙的钢笔。 本报见习记者 闫西龙 摄影报道
抽奖骗局

五万元福彩公益金

捐给东营孤残儿童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

习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陈强) 25 日上午，东营市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将 5 万

元福彩公益金捐赠到东营

市孤残儿童福利院，用以改

善福利院儿童的生活、医疗

条件。

25 日上午 9 时许，东

营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来

到东营市孤残儿童福利院，

开展“福彩手拉手，情暖孤

儿心”捐助活动。市福彩中

心缪庆国主任将 5 万元福

彩公益金交到了福利院代

表的手中，并表示希望为福

利院的孤残儿童尽一份力，

提高孩子们的生活和医疗

条件，祝愿孩子们健康快乐

地成长。

“福卡齐鲁公益行”是

山东省福彩中心组织的一
项公益活动，目的是向彩
民展示福彩公益金资助的

公益项目，东营市是此次

公益行的第 3 站。捐赠仪
式结束后，来自全省的 80

名参与者乘车参观了即将
投入使用的东营市综合福

利院，该项目包括了东营

市残疾军人福利院、东营

市孤残儿童福利院、东营

市城市三无老人福利院和

东营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东营市军队离

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

由福彩公益金全额资助。

来自东营的一位参与者表

示，通过这次参观，让他了

解了福彩公益金的用途，

知道平时买彩票的钱都做

了什么有意义的事。

高速路上汽车断油

东营民警雪中送炭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

习记者 嵇磊 通讯员

马霞) 在北京工作的小张

因为家中有急事，匆忙往

莱州老家赶。结果汽车行

驶到东青高速东营辖区
时，油箱内的油烧完了，无
奈之下，拨打了 110，在东

营公安分局民警的帮助

下，小张又行驶到回家的

路上。

11月 25日上午，在北京
工作的小张(35岁、莱州人)接
到家中的电话，让其赶快回

去。接到电话的小张很着急，

也没有顾得上看油表，就匆

忙开上车往家里赶，当其行

驶到东青高速路南五公里处

(东营境内)时，汽车突然停了

下来，这时小张才想起来是

没油了。前几天汽油已经不

多，由于当时走的急，忘记了

加油，没想到走到东营这就
没油了。由于在高速路上车
又多，自己又无法下高速，小

张就拨打了 110。

11 时许，东营公安分

局六户派出所接到报警后

火速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

民警考虑高速路车辆多，不

安全，于是立即将小张的车
拉下高速，并帮助小张买了

油桶加上油，小张握着民警

的手表示感谢。

创意
销售

11 月 25 日，胶州路上一辆小轿车

被“改装”成了销售柜台。这种时髦的

销售方式引来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本报见习记者 任小杰 摄影报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