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维柯自燃，公交司机帮灭火
总共用了十多个灭火器才控制住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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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9日讯(通讯员 衣俊鑫 记
者 蓝娜娜) 19日，一辆行驶中的依维柯
发生自燃，正当车主手足无措时，路过的
601路公交司机停下车，拿着灭火器帮忙灭
火。因扑救及时，险情很快得到控制。

19日15时，在四季景园601路始发站，
刚驾车驶出站的公交司机杨林看到一辆
行驶中的依维柯小型客车发生自燃，车
前盖冒出浓烟，不时窜出火苗，情况危
急。此时，从车内跳出的车主正站在车旁
焦急徘徊，不知所措。

见此情况，杨林立即停下公交车拿
着灭火器冲上前，帮着车主灭火。此时，
杨林的一些同事也看到自燃车辆，赶忙
从路队跑出来。“现在不能打开车盖，快
拿灭火器，你快去设置路障，三角形的路
障，放远一点。”杨林一边灭火，一边给6名
赶来的同事分工。由于火势较大，杨林和
同事们共用了十多个灭火器才将火扑
灭，险情得到了控制。

火势扑灭不久，从慌乱中恢复过来
的依维柯车主正想谢谢好心司机杨林，

才注意到这位好心司机已经驾驶601路公
交车离开了。“我一定要好好谢谢这位司
机师傅，没有他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依维柯车主说，他是事后通过其他公交
司机才得知了杨林的姓名，能遇到这样
的好心司机让他很感动。

本报6月19日讯(通讯员 朱海生
记者 刘腾腾) 俩网友为凑游戏“经
费”合伙偷网线，6月18日晚，其中一人在
单独盗窃时误把同伙家里的网线剪断，
两人在街上发生争执动手引来民警，两
人被一同抓获。

6月19日凌晨，开平路派出所接到
淮阳路一户居民报警称，有两个男青年
在路边打架，请民警去看一下。接警后，
民警很快就赶到现场。见到警察赶来，
两个正在路边争吵的男青年很快散开，
纷纷表示不需要民警处理。但是细心的
民警发现，其中一个男青年裤子口袋里
装着螺丝刀和钳子，这引起民警怀疑。
为了确定两人身份，民警将两人一起带
回派出所分别安置在不同房间后，民警
分头对他们进行询问，很快便将事情真
相查清楚。

原来男子吕某和李某是通过玩网
络游戏认识的，平时两人都没有正经工
作，网上聊天时，两人就合计一起去偷
东西卖钱，维持游戏花销。经过商议，两
人决定盗割居民楼内的移动WLAN网
线。6月5日晚上，两人第一次作案，就盗
割了洛阳路某小区内一栋楼的网线，第
二天将网线卖给回收站，换了400元钱。
此后两人一发不可收拾，隔一天就换地
方偷一次。

6月18日晚上，李某打电话约吕某
晚上出来偷网线，结果吕某说自己晚上
要玩网游，不出门了。李某便自己打车
到淮阳路寻找下手目标，因为他和吕某
只是通过网游认识，并不知道彼此住在
什么地方。因此李某不知道自己这次剪
断的正是连接吕某暂住处网络信号的
网线。正当李某一个人蹲在楼顶忙着将
盗割的网线盘在一起的时候，吕某在家

玩着网络游戏却发现突然断了线。正在
兴头上的吕某便出门查看，没想到发现
了正扛着网线准备离开的李某。吕某当
即火冒三丈，在楼下与李某争吵并动起
手来。没想到惊扰了邻居，最终被民警
发现带回了派出所。

在两人指认下，民警很快将收购赃
物的黄某抓获。目前，三人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

深夜误偷同伙网线
俩贼干架双双落网

胶州市胶西镇计生协会多措并举帮助特殊家庭
胶州市胶西镇计生协会近日针对部分

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独生子女伤、病残或
死亡的特殊家庭的父母晚年生活保障、就
医和养老问题议案，采取四条措施，坚持以
人为本，扎实开展帮扶救助计生特殊家庭
活动。认真调查摸底走访。胶西镇计生协会
专门成立失独和伤残计生家庭困难救助领
导小组，在制定救助实施方案的基础上，认
真研究部署救助工作措施和办法。镇计生
协会委员会成员分工深入一线，带领计生、
民政、村计生主任等相关人员对辖区内的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和伤病残家庭的状况拉
网式筛查，倾听他们心声，了解他们所思所
想、所需所求，进行汇总分析，区别每个家
庭的不同情况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帮
扶救助工作。加大帮扶救助投入。镇计生协
会在制定兑现一系列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
策的同时，不断扩大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
金筹措渠道和资金规模，制度性出台了一
系列包括失独和伤病残家庭在内的救助帮
扶优惠政策，进一步提高计划生育失独、伤
残家庭奖励金发放标准，切实让计划生育

失独和伤、病残家庭父母生活有保障，不断
提高这些家庭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制定
养老帮扶实施细则。让这些家庭父母优先
优惠进入镇养老服务机构并办理低保，做
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福晚
年。同时广泛在全镇深入开展敬老、爱老、
助老的优良传统美德教育，提高全社会有
针对性的对这些家庭形成“高看一眼，厚爱
一层”的尊老、敬老社会公德意识。切实让
这些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以
及社会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做好日常精
神慰藉特殊服务。在日常生活服务中，根据
这些独生子女特殊家庭父母的特殊需求，
在因地制宜地委托镇计生协会“会员之家”
或村老年活动中心以及人口文化娱乐活动
场所的基础上，在镇综合文化站老年保健
活动室建立融特殊需求和知心倾诉为一体
的“夕阳幸福乐园”，努力为这些家庭搭建
一个可以相互倾诉、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的
亲情互动平台，做好感情沟通和心理疏导，
帮助其摆脱悲伤阴影，提振生活信心，共度
幸福晚年。 （宋鹏）

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
云溪社区在工作中做到“主
观克服客观，推动工作整体
向前发展”。工作中总会存在
客观的一些困难，云溪社区
计生工作人员坚持在困难面
前，主观能动地去想方设法，
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解决
问题，实现人口计生工作的
向前发展。

带着目标工作，理清人口
计生工作的思路。胶州市九龙
街道办事处云溪社区坚持在

“月点评会”中开展计生工作
人员每月工作通报点评总结
活动。在点评会上，通报每个
村 居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不 足 之
处，特别是对一些阶段性工
作，要求稳妥扎实地做到最
好。通过工作的集中通报，村
居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
村居和其他村居的差距。同时

在点评会上，做的好的村居会
介绍自己的好办法、好经验，
这样有助于落后村居找出原
因、找出症结所在，找到更好
的解决办法和措施，积极促进
工作的向前发展。

带着思路工作，细化人
口计生工作的举措。胶州市
九龙街道办事处云溪社区按
照全市“1 1 3 6”总体思路，积
极探索工作的方式方法，在
社区积极推进“一站双功能”
服务，在村居扎实开展“一站
双服务”，让群众获得更多更
优质的人口关爱服务。特别
是联合云溪社区卫生防保所
一起深入村居开展的巡回式

“义诊”服务，受到了社区广
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带着举措工作，干出人口
计生工作的实效。胶州市九龙
街道办事处云溪社区牢牢把

握握“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基
础巩固转型升级发展年”的主
题，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提高质量、讲求实效”的工
作方针，以“五民活动”为总抓
手，以“诚信计生倾真情，为民
服务360”品牌建设为载体，以
深化“三提一树”活动为主线，
以全面落实“1136”工作要点
为根本，实现工作理念、工作
职能、工作方式转型，推动服
务阵地、服务能力、惠民力度
升级。

主观能动是胶州市九龙
街道办事处云溪社区人口和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向纵
深发展，全面提升人口和计生
工作整体水平的动力源泉。工
作中必须迎难而上，知难而
进，超前谋划，主动作为，推动
人口和计生工作水平的整体
提升。 （杜淑英 金伟娜）

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云溪社区推动工作向前发展

电话诈骗谎称绑架

想要孩子就交10万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曹思扬 通讯员 栾
云海) 19日上午，刘女士
接到电话称小女儿被绑
架，对方要10万元赎金。取
钱的刘女士很慌乱，被巡
逻民警发现异样。民警带
刘女士确认小女儿在学
前班上课后，戳穿诈骗电
话。

刘女士家住城阳区
棘洪滩街道，小女儿在读
学前班。19日10时左右，刘
女士手机突然响起，接起
后先传来孩子的哭声，然
后一名男子称绑架了刘
女士的女儿，让她拿10万
元赎金，不然就对孩子不
客气，刘女士一听就慌了
神，哀求男子不要伤害孩
子，她想办法凑钱。

随后男子不许刘女
士挂断手机，更不许报
警，给了刘女士一个银
行账号，让她把 1 0 万元
打进去，称收到钱就放
孩子。刘女士告诉男子，

银行存折只有两万元。
男子称两万元也可以、
刘女士赶紧拿着存折去
银行取钱。

刘女士满头大汗地
跑 到 小 区 门 口 拦 出 租
车，这一反常举动引起
巡逻民警注意。民警上
前询问时，刘女士转身
躲避，双手捂住手机，小
声告诉民警，她孩子出
事了，要去银行取钱交
赎金。民警接过手机，对
方匆忙挂线，回拨过去
始终无法接通。民警认
为 刘 女 士 遇 到 电 话 诈
骗，开车拉着刘女士去
了她女儿的学前班。看
到女儿正在教室上课，
刘女士这才放了心。

民警分析，刘女士应
该是不小心泄漏了个人
信息，不法分子抓住父母
爱护孩子的心理实施诈
骗。民警提醒市民，一旦
遇到可疑电话时，请尽快
拨打110报警。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采
取多项有效措施，稳定计生
工作者队伍。首先要使计生
工作人员热爱计生工作，加

强工作人员责任心，引导其
专心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其次要从不同侧面关心爱
护计生工作者，让计生工作

者感受到计生大家庭带给
他们的温暖，增加团结凝聚
力；第三要加强奖励机制建
设，对于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计生工作者予以奖励。确保
计生工作者留在计生岗位
上，稳定队伍，以达到基层
队伍建设不动摇。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采取多项措施，稳定计生工作者队伍

公交司机杨林帮助车主灭火。 (图片由交运集团温馨巴士有限公司提供)

游泳馆出水孔
刮伤婴儿左脚
经调解，消费者获赔3000元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曹思扬 通讯员 王

可海 ) 女婴在一家婴儿
游泳馆游泳时，左脚被泳
池的出水孔刮伤，女婴母
亲索赔5000元遭拒。经市
南工商调解，18日，游泳馆
赔偿消费者3000元。

6月10日，孙女士带着
10个月大的女儿去香港中
路一家新开业的婴儿游
泳馆游泳。刚进入泳池
内时女儿很开心，约 1 0

分钟后，女儿突然大哭
起来，孙女士把女儿抱
出来后，发现女儿的左
脚被刮伤，她检查泳池
内发现出水孔外端是金
属的，较为锋利，女儿的
脚应该是被出水孔刮伤
的。看到女儿被刮伤，孙
女士十分心疼，向游泳
馆索赔 5 0 0 0 元。游泳馆

的经理向孙女士表示歉
意，承认泳池有安全隐
患，但难以接受 5 0 0 0 元
赔偿，称最多赔偿 2 0 0 0

元。双方多次协调未果，
孙女士将其投诉到市南
工商分局辛家庄工商所。

经调查，孙女士的投
诉属实。游泳馆的经理称
刚开业不久，各项工作考
虑得不周全，服务人手也
不够，没有看好婴儿。经
反复调解，双方做出让
步，18日，经营者赔偿孙女
士3000元，孙女士表示满
意。

工商人员提醒，婴儿
游泳对房间、空气、水温、
水质、室温、时间、颈圈大
小都有严格的要求，对服
务人员的能力要求更高，
所以选择婴儿游泳机构
时，家长应谨慎。

李某指认偷来的网线。 (图片由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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