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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捅伤伤保保安安李李海海涛涛的的凶凶手手抓抓住住了了
嫌犯盗窃电动车电瓶被发现，随后持刀伤人

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张宏洲 记者 王领娣) 9月24
日晚，魏桥纺织滨州工业园李海
涛在巡逻时被盗窃电瓶的男子
捅伤五刀。10月11日，经过市、区
两级公安机关17个昼夜的侦查，

“9 .24”抢劫案成功告破，犯罪嫌
疑人董某被抓获归案。

据了解，魏桥纺织滨州工业
园附近商铺不多，职工上下班或
者回宿舍时习惯性将电动车停
在工业园内。事发当晚，保安李
海涛拿着手电筒在巡逻时看到
有一男子蹲在电动车旁，行为古
怪，在带领男子回保安室时，该
男子持刀将李海涛捅伤后逃跑。

接到群众报案后，市、区两

级刑侦部门成立“9 . 24”抢劫案
专案组。

“通过现代手段和传统手段
相结合的方式，最终详细刻画出
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并精
准的确定了犯罪嫌疑人逃跑的
路线。”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刑
侦大队长魏法轮说，10月11日凌
晨，在里则办事处郭家村将犯罪
嫌疑人董某抓获。经审讯，犯罪
嫌疑人董某对9月24日盗窃电动

车电瓶并将魏桥纺织滨州工业
园保安李海涛捅伤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据魏法轮介绍，董某是沙
河镇办事处人，单亲家庭，没
有正式工作，性格有些孤僻，
目前犯罪嫌疑人董某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

据了解，李海涛病情已稳
定。14日，法医和侦查员正在对
李海涛的伤情进行鉴定。

15名先心儿
领到救助金

六六个个月月早早产产儿儿体体重重仅仅880000多多克克
目前还需长期住院观察治疗，医治费用高昂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李运恒 通讯员 董泽元 )

在惠民县石庙镇东后张村，今
年已经30岁的康秀红怀孕后
六个月就早产生下一个孩子，
出生时孩子仅800多克。康秀
红的丈夫张丰平说：“医院大
夫告诉我们孩子很多器官发
育还不完全，生命很脆弱还不
稳定，但不管花多少钱，不管
希望有多少，都不能放弃救孩
子。”

14日下午，记者在位于惠
民县的滨州市中心医院见到了
张丰平。“这已经是我媳妇第三
次怀孕了，她身体不好怀孕后
容易习惯性流产，2007年、2009
年我媳妇怀孕后都出现了习惯
性流产，孩子一出生就夭折
了。”张丰平叹了口气说。31岁
的张丰平是家中的独生子，孩
子的概念在这个家庭中尤为重
要。由于前两次的习惯性流产，
张丰平一家人非常担心再出现
这样的事情，并四处为康秀红
求医问诊，调养身体。今年3月
份，康秀红又怀孕了，一家人沉
浸在幸福之中，因为之前的习
惯性流产，又不免有一丝担忧，
六个月来，一家人细心照顾着
康秀红，生怕出一点事。可担忧
的事情还是出现了，9月28日，
康秀红早产了，生下了仅有800
多克的女儿。

“医生告诉我们孩子体重
仅有800多克时，一家人都很
难受，孩子太小了，800克只有

1 . 6斤啊，可幸运的是孩子经
过抢救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张丰平告诉记者，孩子一出生
就被放到了保温箱，截至1 4
日，已经在保温箱待了1 7天
了，刚出生没几天孩子的体重
竟然又轻了二两，让这一家人
又担心了好一阵子，庆幸的是
近几天孩子的体重又涨了二
两，身体状况明显好转。目前，
康秀红在家坐月子，孩子被安
排在新生儿病房内，每周张丰

平可以前来探访两次。
据张丰平介绍，他们夫妻

二人一直在天津做装卸工，孩
子出生后，张丰平就立即辞掉
了天津的工作。“由于孩子太
小，特别是消化系统还没有发
育完全，必须要把孩子放在保
温箱内，目前，每天在保温箱
的花费是一千块钱左右，至少
还要在医院观察治疗1至2个
月的时间才能确保孩子脱离
生命危险，孩子在一周岁之前

还需定期来医院复查，这期间
的医药费也是比较大的。”滨
州市中心医院儿科门诊主任
韩明亮介绍。

张丰平说，孩子出生以来已
经花了三万多块钱了，虽然孩子
还需要继续观察，但绝不会放弃
治疗，一家人还给孩子取名“康
宁”，希望孩子健康安宁，孩子的
爷爷张德连说：“家里不容易，但
这是一家人的希望，无论如何都
要救救这孩子。”

张丰平守在新生儿病房门口，脸上挂满焦虑。

咋想来！
男子夜间偷搬盆景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王
茜茜) “下班之前盆景还在，谁
知，第二天早上来上班时就不
见了。”7日早晨，长江一路渤海
十八路某售楼处门前的五棵盆
景“无故消失”。调取录像时发
现，竟是一位中年男子把它们
偷偷“搬”走了。

6日晚9点19分，天空早已
漆黑一片，但售楼处门前的灯
和公路上来往的车辆把周围照
的还算通亮。这时候，大部分市
民已经呆在家里准备休息了，
售楼处门前静悄悄的，除了公
路上的汽笛声。突然，一位穿着
灰色外套的中年男子出现在监
控画面的一角，他踱着步子，双
手背在身后，在售楼处门前“溜
达”着转了两圈，忽然，他停在
路上向四处望了望，然后快步

走到一棵盆景树边蹲下，抱起
这棵盆景边走还边东张西望，
走到公路边。因为公路边树木
茂密，遮挡了监控，中年男子把
盆景“搬”到哪里，不得而知。如
此往复几趟，售楼处门前的五
棵盆景全部被中年男子“搬”走
了。

“五棵盆景虽然不是贵重
物品，价值也就三四千元，但这
是我们开业时其他公司赠送
的，这种偷盆景的行为实在让
人不齿。”售楼处的工作人员
说，根据监控录像看，这位中年
男子应该是开车来的，因为运
走五棵盆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据工作人员介绍，6日，该售
楼处盆景被偷走的当天，黄河
一路、渤海十八路另一家售楼
处门前的盆景也被人偷走了。

真不该！
环卫休息室玻璃被砸


截
取
的
监
控
画
面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李
运恒 通讯员 李明 王海亭

蔺玉霞) 13日晚，位于渤海
九路与黄河十五路交叉口以南
150米的一处环卫工休息室两
窗户玻璃被砸破，记者了解到，
环卫处工作人员已经报警，事
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市民如
若发现破坏环卫设施现象，可
拨打环卫服务热线9600096。

据环卫工人休息室管理员
孙春峰介绍，14日早上6点多，
她准备给环卫休息室开门时，
发现环卫休息室窗户玻璃被砸
破两处。北边窗户的玻璃破了
一个大洞，拳头大的砖块落到
连桌椅下；南边窗户的双层玻
璃，其外面一层的玻璃也被砸
破。公厕管理科一位负责人介
绍说，“被砸破的玻璃更换需要

花费500多元。”记者了解到，滨
州市自今年3月1日开始，在市
区内修建了3座环卫工人休息
室，并附带厕所，目的是为改善
滨州环卫工人休息条件,缓解市
民如厕难问题。

14日上午9时左右，环卫
处工作人员拨打110报警 ,民
警到现场进行勘查,并提取了
证物。《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
境卫生管理办法》中规定对环
境卫生设施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目前，事
情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也
了解到，目前，环卫部门正准
备重新安装新的玻璃，并呼吁
广大市民自觉维护环卫公共
设施，看到有人肆意破坏环卫
公共设施的现象要及时制止
或向相关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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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马珍
珍 记者 张牟幸子) 14日上午，中
韩合作项目救助的15名滨州市先心
病儿童领到了共计15万元的救助金。
此次活动是由韩国中小企业银行通
过红十字会捐助的项目。

在滨医附院治疗的十五名先心
病儿童14日上午来到滨医附院办公
楼五楼会议室，滨州市红十字和医院
相关负责人为这15名儿童发放了救
助金，每名儿童可以领到一万元，医
生也为这些儿童的心脏做了仔细检
查，并询问了已经做了手术的孩子身
体恢复情况。据了解，这次救助活动
韩国方面共捐赠资金2亿韩元，用于
救助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河南
等省区共约105名贫困家庭的先心病
患者，救助对象为18周岁以下的贫困
先心病患者，滨州市共筛选了十五名
患有先心病的儿童。一名患儿家属表
示，孩子患有这个病，已经花了很多
钱，这次救助金额虽然不是很多，但
已经是雪中送炭，“我们很感激了。”

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陈磊
刘恒 记者 邵芳) 国庆节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滨州市交通运输监察
支队办公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
人”。此人一进门就连声道谢并送上
一封感谢信和两面锦旗。

经过仔细询问，办公室的工作人
员才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事情要
回到9月11日，当天凌晨4点多，家住
沂水，在大连打工的49岁农民工李金
军，乘坐大连至潍坊的客车转站回临
沂老家，途径滨州高速2号口时，有乘
客下车，李师傅跟着下车小解，不料
被所乘客车落下，手机和财物都落在
车上。李师傅在附近草坪徘徊了接近
一个小时后，被正在执行路检路查任
务的开发区大队二中队队员王志涛、
张强强、韩礼、商旭四人发现。

得知情况后，队员们立即把李金
军带上车，为他买来衣物和饭菜，并
帮忙联系所在客车的司机，让他保管
好李金军的财物，随后队员们还帮李
金军购买了滨州通往潍坊的汽车票，
李金军也在潍坊汽车站找回自己的
财物，并安全返回沂水老家。沂水县
泉庄镇尹家峪村村委得知此事后，也
非常感动，为答谢滨州交通运输监察
支队对该村村民的热情救助，节后带
着锦旗特意赶来滨州道谢。

加强管控
农村地区车辆

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管林建
记者 刘涛) 当前，“平安行你我

他”行动正处于攻坚阶段，各部门将切
实落实“严打、严防、严管、严治、严处”

“五严”措施，从现在起，市、县区正迅
速组织开展一次大检查活动，并加强
管控农村地区车辆。

近一段时期，滨州市相继发生安全
事故，按照“平安行你我他”行动工作方
案要求，铁腕整治交通秩序。公安部门
将加大对公路客运、校车等重点机动车
及驾驶人的管理力度；交通部门也将严
厉查处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行为。各
县区也在进一步加大对农用车、变型拖
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摩托车
等车辆的整治力度。同时，还将切实加
强农村地区车辆的管控。

滨医附院医生正在为其中一名患
儿听诊。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摄

高速夜遇迷路人
监察队员来帮忙

保安阻窃贼被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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