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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社会

蚊蚊子子惹惹祸祸，，乙乙脑脑发发病病数数七七年年来来最最高高
以15岁下儿童为主，蚊子密度上升是主要原因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李
璇 通讯员 崔新代 孟辉) 近
年来，随着一些选秀类电视节目的
迅速走红，犯罪分子也利用此类节
目实施诈骗活动。市民郭先生夫妇
正因轻信了这样一条中奖短信，结
果被骗走上万元。

2日，家住利民西路一小区的
郭先生夫妇来到城区柳园派出所
报案，称被“中国好声音”栏目骗走
了1 . 2万元。原来，8月初，郭先生的
妻子李某在浏览网站时，看到一条
告示称“受某电视台‘中国好声音’
委托，开展短信投票中大奖活动”，
李某用丈夫的手机随意发了一条
投票短信。9月1日上午10时许，李
某的丈夫郭先生突然收到一条“恭
喜您获得我台中国好声音栏目大
奖，奖金8万元”的短信，当时郭先
生听说此事多是诈骗，便没有理
会。

但当晚吃饭时，郭先生向妻子
提起了此事，李某突然想起8月初
发出的短信，怀疑是自己发的信息
中了奖。于是，郭先生拨通了某电
视台电话，对方称确实中了短信大
奖，因此打消了郭先生疑虑。9月2
日9时，郭先生按对方要求，向对方
提供账号并汇出所得税、手续费等
1 . 2万元，可再联系时对方电话却
无法打通。感觉受骗的郭先生夫妻
俩赶紧到派出所报了案。

据派出所民警介绍，不法人员
打着电视台收视率较高栏目的幌
子，向全国各地用户群发“您中大
奖”短信，让其自愿掉进诈骗陷阱
的案件，聊城曾发生过多起。警方
提醒广大市民，接到短信中奖信息
千万不要相信，一定坚守好钱袋
子。

轻信中奖短信
被骗1 . 2万元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王
尚磊 通讯员 冯振宇 刘方齐)

以“电视购物中奖，赠送价值
5000余元的苹果手机，只收取498
元费用”为诱饵，先后诈骗金额达
10万元，近日，聊城市公安局东昌
府分局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在聊城
城区某商业楼内成功打掉一诈骗
窝点，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据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
宋某(女，23岁)自今年7月份以来在
聊城城区某商场二楼租用一间房
屋，购买电脑、电话等作案设备，在
网上购买电视购物客户资料，并招
聘员工李某(女，19岁)，冒充电视购
物会员中心工作人员，使用改号软
件虚拟北京的电话号码，以“电视
购物中奖，赠送价值5000余元的苹
果手机，只收取498元费用”为诱饵
先后诈骗200余人，涉案金额达10
万余元。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遇到此类
骗局应加强防范意识，可以通过仔
细询问对方信息来核实对方身份，
谨防上当受骗。

网购私人信息
实施电话诈骗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李璇) “我女儿离家时孩子才3
岁多，现在孩子都快记不清她妈
妈的模样了。”因与家人闹矛盾，
城区一女子离家两年未归。两年
来，其母亲每月都给女儿手机充
话费，却从未打通过一个电话。
如今，老父亲病逝，孩子也因病
面临住院，老人期盼女儿能尽早
回家。

家住城区的刘春梅老人今
年已经60岁，9日上午，老人正准
备带着5岁多的小外孙强强去医
院看病。“孩子身体弱经常生病，

这次输了快二十天液了，还是低
烧不退。医院查出孩子肺里有毛
病，实在不行就得住院治疗。”刘
春梅说，2011年9月，她28岁的女
儿张敬因和家里闹矛盾，丢下当
时仅3岁多的强强说是去北京打
工，这一走再也没回过家。现在，
孩子已两年没见过妈妈。

刘春梅说，张敬离家时只带
了一些衣服和300元钱，还有
一部手机。两年来，女儿只给
她打过一次电话，还是在一年
半之前，只是说不愿回家。因
为担心和女儿失去联系，她每

月都会给女儿手机号充话费，
可两年来她每次拨打女儿手
机却都是无法接通。“去年她
爸爸脑出血去世了，也没打通
她电话。”

“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她在
外边过的怎么样，也不接电话，
不知道我担心她吗？孩子总是想
妈妈，要找妈妈，看着都心疼。”
刘春梅说，小外孙现在由她带
着，可她身体也不好，血糖高，心
脏也有些问题。她每个月虽有一
千元左右的退休金，但除去孩子
上学、看病和日常开销，也所剩

无几。但让她最担心地还是外孙
强强以后的生活。

“现在我还能看着他，照顾
他，以后，孩子一个人可怎么
办？”老人哽咽地说，她不知道张
敬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也不知
道女儿什么时候才肯回家。但她
希望，女儿能多为了孩子着想一
下。“我希望张敬的同学朋友，如
果能联系上她的，就帮着劝劝
她，告诉她，我和孩子都在盼着
她回家。”刘春梅说，她也希望有
知道张敬下落的好心人可以和
她联系，电话15069503612。

与家人闹矛盾，离家两年无音讯

张张敬敬，，你你母母亲亲和和儿儿子子盼盼你你回回家家

9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
获悉，进入8月下旬以来，聊城
市乙脑发病明显增多，部分地
区甚至出现高发状态。市疾控
中心专家介绍，乙脑主要通过
蚊虫叮咬而传播，蚊子最适宜
生存的温度是26℃，夏天温度
较高，地面干燥积水少，并不
适合蚊子繁殖。而到了9月份，
温度适宜，蚊子进入产卵繁殖
的季节，密度骤然上升，给乙
脑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疫情
监测数据了解到，截至目前，
2013年乙脑发病为近七年来
同期最高水平，除阳谷外各县
(市、区)均有病例报告，主要
集中在东昌府区和临清市；发
病年龄，最小为9月，最大为71
岁，以15岁以下儿童为主；城
乡分布，以农村发病为主；职
业分布，以散居儿童、学生和
幼托儿童为主，农民也占一定
比例。疫情报告数据显示，近

年来聊城市乙脑发病高峰为8
-10月。

疾控专家表示，乙脑是一
种由乙型脑炎病毒通过蚊子
叮咬引起的急性病毒性传染
病。乙脑流行带有明显的季节
性，一般来说每年的8、9、10三
个月是高发期。“蚊子是传播
乙脑的罪魁祸首，要预防乙脑
流行就要从灭蚊这一环节抓
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
所长袁慧介绍。

通过蚊虫叮咬传播，8到10月是发病高峰

袁慧表示，乙脑是常见
传染病，预防得当完全可以
避免。预防乙脑的发生和流
行应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是
防蚊灭蚊。在蚊虫密度高峰
时期喷洒杀虫剂灭蚊，重点
处理地下室、楼梯背面、盥
洗室和厕所等阴暗潮湿的场
所。搞好环境卫生，填平周
围 坑 洼 ，及 时 清 除 粪 便 污
水，管理好水源，消除蚊虫
滋生地。第二是免疫接种。
由于小孩子是易感者，用疫
苗给易感人群免疫接种是预

防乙脑最经济最有效的措
施。第三是加强个人防护。室
内使用纱门、纱窗、蚊帐、蚊
香进行防蚊。野外工作和户
外活动人员可在身体暴露部
分涂抹驱蚊剂防止蚊虫叮咬
染病。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
三带喙库蚊有两个活动高
峰，一个在黄昏后两个小时
左右，一是在黎明前，因此户
外活动要避开这两个高峰。

专家表示，在乙脑流行
季节，遇有发病急、有高烧、
头痛，伴有一些轻微的精神

症状，如嗜睡、呕吐、烦躁、
惊跳、双眼凝视或精神异常
的 病 人 ，要 及 时 送 医 院 诊
断。对于乙脑的治疗，目前
虽然暂无特效办法，但只要
及早做出正确诊断，及时采
取降体温、止痉挛、防治呼
吸衰竭等对症治疗措施，就
可以大大提高治愈率，减少
病死率和后遗症。乙脑治疗
的 恢 复 期 比 较 长 ，出 院 以
后，家长还要对患有乙脑的
孩子悉心照料，饮食方面多
注意营养。

“10岁以下的孩子最容易
感染乙脑，所以做家长的要特
别小心。”市疾控中心免疫规
划所所长袁慧介绍说，乙脑病
毒的潜伏期一般是10至14天，
患者常有高热、头痛、呕吐、嗜
睡、精神不佳等症状。同时随
病情加重，患者还会相继出现
抽搐、惊厥、昏迷等。因为该病
开始时会出现发烧、头痛等类
似感冒的症状，因而容易被大
家忽视。10岁以下儿童是乙脑
易感人群，如出现以上症状，
又没有流鼻涕、咳嗽，并且很
难退烧、精神差、爱睡觉，家长
就需要提高警惕了。

根据聊城市的监测数据，
农村是乙脑高发地区，在总的
发病人群中，除去儿童，25岁
至71岁的农民占全部病例的
29 . 03%。这是因为，猪是该病传
播的主要动物，由于农村环境
卫生较差，这就给蚊子的生存
和繁殖提供了条件。因此，做
好农村及饲养场的环境卫生
工作，就等于切断了乙脑的传
染途径，这个病也就能消灭
了。

搞好卫生防蚊灭蚊，接种疫苗预防传染

10岁以下儿童
是防护重点

延伸

蚊子的叮咬可能会让你病倒。9日，聊城市疾控中心发布疫情监测数据，进入8月下旬以来，全
市乙脑发病明显增多，达到7年同期最高，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高发状态，而入秋以后，蚊子进入产
卵季节，密度上升，正是传播乙脑的罪魁祸首。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梁勇

疾控中心专家对蚊子的种类及密度进行检测。 本报通讯员 梁勇 摄

9日上午10时多，在卫育路机
动车道上，一辆轿车将要驶过一个
下水道盖时，下水道盖突然下陷，
轿车一个车轮被卡住。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马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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