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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男孩高铁站走丢

还好记得爸爸的电话

本报泰安6月19日讯(记者
王世腾) 18日，一6岁男孩在高
铁泰安站走失。车站工作人员通
过广播、手机联系小孩父母，10

分钟内找到粗心父母。
18日中午1点左右，高铁泰

安站工作人员开始广播G36到站
信息，提醒旅客做好上车准备。
这时，值班站长邹娴却在检票口
发现一位五六岁的小男孩左手
拿可乐右手拿冰激淋边吃边哭：

“我要妈妈！”，并在检票进站闸
机旁团团转。邹娴走近想问一下
情况，没等问清小男孩就大声哭
起来，“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邹娴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发
布广播，帮男孩寻找父母。工作
人员仔细询问孩子的父母名字
和手机号码，幸好孩子记得爸爸
的手机号码，邹娴马上拨通孩子
父亲的电话。“我以为孩子去厕
所了，左等右等不回来，站外、站
里面都找了一圈。孩子妈妈还在
肯德基原地等着呢，我们太粗心
大意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小
孩父亲说。

下午2点左右，G124列车开
检，小男孩一家三口跟工作人员
握手致谢道别。19日，高铁泰安
站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感谢信。

轿车撞断消防栓

水柱喷出两米高

本报泰安6月19日讯(记者
张伟) 19日早7时许，岱宗大街
彩虹花园小区门口，路边一处消
防栓被轿车撞断，自来水流了1

个小时，近千米远。目击市民称，
水柱有碗口粗，喷起两米高。

“路边的消防栓被车撞断
了，路上的水流跟小河似的，没
法走了。”19日早上，市民王女士
向本报反映。记者赶到岱宗大街
彩虹花园小区门口，看到小区门
口东侧人行道上，一名自来水公
司维修人员正在现场施工。被撞
断的消防栓立在路边，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上还有部分积水和
泥沙，消防栓旁边的一个窨井井
盖打开。工作人员说，早上8点20

左右，他接到电话后赶到现场，
打开窨井盖把自来水阀门关了。

“当时，岱宗大街以东非机动车
道上都是水，大家都躲着走。”

在附近做生意的李先生说，
早上8点左右他打开自家门头，
听到外面有水声，走到近处看
时，发现路边一个消防栓断了。

“腕口粗的水流，喷起有两米高，
水流沿岱宗大街自西向东流去，
一些市民骑车都跑到机动车道
上去。”

记者沿岱宗大街一路向东，
水流从岱宗大街与岱道庵路路
口向南，一直流到唐王街，流淌
近千米远。上午10时许，工作人
员拉来新的消防栓，更换完毕。
工作人员说，有目击者称，消防
栓是被一辆黑色小轿车撞断的。

“肇事者不负责任就跑了，如果
能找到肇事者将追究赔偿。”

清理内壁铁锈出意外

压面机“咬”住男子手指

本报泰安6月19日讯(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时公泉) 19

日上午，新泰一男子在清理压面
机时，右手不小心被挤住，无法动
弹，血流不止。周围邻居尝试救援
无果后，消防官兵拆开压面机，经
过近半小时努力救出男子。

19日上午9点40分左右，记者
赶到新泰市通济花苑小区，一家
店铺门前站满市民。店铺内一名
中年男子右手被卡在压面机内，
有三个手指头挤进两个钢制滚轴

下，滚轴下方不断有鲜血流出，男
子表情非常痛苦。一名消防官兵
正用一根铁梃撬着滚轴，其他消
防官兵一边安慰男子，一边忙着
拆卸压面机。男子家人急得在一
旁不断哀求。“大概9点，想清理压
面机内的铁锈，当时开着机器，没
想到手一下子被挤进去。”男子痛
苦地说。

附近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
这是一家千层饼店，9点多，她从
门口经过时听到有人大喊大叫，

跑过来一看，原来店主的手被卡
进机器。“周围好多人拿着扳子、
钳子，赶过来救他，但尝试了好多
次，都没法帮他把手拿出来。大家
赶紧打电话报了警。”刘女士心有
余悸地说。

新泰市公安消防大队消防官
兵说，9点19分接到报警后立即赶
到现场救援。该男子右手大半部
分已被深深挤进压面机内，情况
紧急。由于右手正好夹在压面机
两个钢质滚轴间，利用破拆工具
无法进行直接有效救援，甚至可
能会产生二次伤害。指挥员经过
反复仔细观察压面机结构，决定
先用液压扩张器和扒齿器将机器
左侧的齿轮全部卸掉，再用液压
扩张器实施破拆。为了避免施救
过程中压面机的两个滚轴活动加
剧男子的伤势，一名官兵利用铁
梃固定压面机横柱，其他人员迅
速拆卸压面机。在将压面机齿轮
和固定螺丝拆卸完毕后，救援人
员利用液压扩张器慢慢撬开两个
滚轴。

经过消防官兵近半小时努
力，10点多男子右手终于被取出
来。现场医生赶紧包扎好受伤右
手，立即送往医院进行下一步治
疗。

一个车架两个号

报废车安假户口

本报泰安6月19日讯 (通讯
员 张莉) 18日，车管民警查
获一辆“冒名顶替”的桑塔纳轿
车，仔细核查得知竟是“报废
车”冒名顶替别车“户口”继续
跑。

6月18日，刚刚购到一辆二
手车的车主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业务，查验民警按规定需进行转
移前的查验。打开引擎盖核对车
架号时，发现车前窗挡板横梁部
位的车漆与发动机仓内其他部
位的车漆颜色、老化程度略有差
别。民警顿时起了疑心，于是立
即向挡板两头寻去，在两端发现
明显的焊接线，后四位“5258”的
大架号却是“原装出品”。

从事查验工作多年的陈国
庆发现了破绽，车前窗玻璃下
还铆接着一个车架号，是一个
后四位“2057”的车架号。

购车人非常疑惑，刚买的车
怎么就变成造假的？民警迅速为
其查询，得知“2057”是2003年上
海注册的一辆出租车，变更使用
性质后几经倒手转入新泰，2011

年5月就已到强制报废期，但至
今未办理注销。而“5 2 5 8”则是
1998年聊城的一辆私家车，也是
几经倒手后转入泰安。

民警分析怀疑该车可能因
使用年限长，车况差，不法分子
就用本应报废但车况还好的

“2057”顶替没到报废期就不能
跑路的旧车“5258”来瞒天过海。

民警提示，广大购车人在
购买二手车时可以先找内行人
对车辆的唯一性进行确定，也
可以在民警查验完毕并确定车
辆可以过户到自己名下之后再
完成全部交易，以免造成不必
要的财产损失。

本报泰安 6月 1 9日讯 (通讯
员 马世亮 ) 1 9日上午，高速
公路大队查处一起货车严重超
载违法行为，一辆核载1 . 4吨的
小型货车竟然拉了14吨饲料。

1 9日，泰莱中队民警在对
过往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时，一
辆拉饲料的小型货车从收费站
驶出，民警发现该车车胎严重

变形，一加油门黑烟四起，根据
以往的经验判断，该车很可能
有超载行为。民警令其靠边接
受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该车
实际核载能力1 . 4吨，一整车的
饲料足有上百袋之多。

民警一边检查，一边询问
司机，有没有超重，司机一口否
定，并表示这是饲料，看着装得

挺多，其实不重。为了保险起见
民警向收费站工作人员调取该
车 称 重 记 录 ，显 示 该 车 自 重 3

吨，核载1 . 4吨，实际载货14吨，
属于严重超载行为。

目前，车辆已被扣留，交警
责令司机原地卸货转运，这位
司机将面临扣6分，罚款2 0 0 0元
的处罚。

本报泰安6月19日讯(见习记
者 路伟) 18日下午，市民拨打
本报新闻热线反映，校场街的东
岳小区1 5号楼前下水道经常堵
塞，污水外溢又脏又臭，严重影
响居民生活。财西社区居民委员
会工作人员称，东岳小区下水道
管道老化，但小区在拆迁计划
内，不能进行彻底改造，有污水
时社区工作人员会联系环卫处
处理。

19日上午，记者在校场街的
东岳小区15号楼看到，楼前有一

个不到一平米的下水道井盖，井
盖周围积满黑色污水，散发出阵
阵恶臭，靠近下水道的住户窗户
紧闭。一位居民说：“一到周末，
这里脏水到处都是。”

“下水道天天往外溢水，有
时特别多，都积在路边，熏得居
民都睁不开眼，楼上的人就打开
井盖轮流用盆子往外舀。”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说，下雨时
路面上都是黑水。“我们小区没
有物业，财西社区服务中心的人
来了解过情况，后来下水管道也

改过，仍没能解决问题。”
记者随后联系财西社区居

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称，东岳小
区1 5号楼的下水管道存在老化
问题，现在有些业主把房子租出
去，不少住户不自觉，经常造成
下水道堵塞。“前一段时间改造
过一次，但是东岳小区在拆迁范
围内，无法对下水道管道进行彻
底改造，只能是出现问题时请环
卫处来抽污水处理一下，但是环
卫处抽污水的车比较少，每次都
得排号，难免会处理不及时。”

东岳小区下水道常堵
财西社区居委会称，不能彻底改造只能随坏随修

救援人员正在拆卸机器。 本报通讯员 时公泉 摄

城事

消防栓被撞断后，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上都是水。（热心市民供图）

超载小
货车的车胎
都 被 压 瘪
了。 本报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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