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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妇妇专专偷偷本本村村人人

进进家家从从来来不不走走空空

本报威海10月10日讯(记
者 陶相银) 临港区某村
妇女冯某专偷本村，而且大
到电脑小到苹果，“贼不走
空”，因涉嫌盗窃罪，冯某被
刑拘。

日前，临港区蔄山镇东
蔄山村又发生一起盗窃案。
受害人汤某早上起来化妆，
发现化妆品不见了，她并未
在意。到晚上，汤某准备拿
平板电脑玩，又发现平板电
脑也找不到了。汤某这才意
识到家里进贼，清点财物，
又发现家里的几根火腿肠

也没了。
民警走访得知，该村经

常发生此类盗窃案，被盗物
品五花八门，衣服、苹果、肉
都曾被盗。村民反映妇女冯
某平时手脚不干净，冯某恰
住汤某隔壁。

民警赶到冯某家，冯某
慌慌张张，前言不搭后语。审
讯没多久，冯某就交代自己
常盗窃本村村民的财物。在
冯某家中，民警查获大量物
品，不仅有汤某的平板电脑
和化妆品，还有苹果、钥匙
扣、手机等物品。

9日15时许，文登区西字城附近路段，一女司机为躲避
一条狗误把油门当刹车，撞上路边护栏，所幸人无大碍。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油油门门当当刹刹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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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太感谢威海现代
妇产医院了，医生不仅治好了
我的病，还保住了我的子宫，
我感觉自己很幸运，非常感
谢。”余女士说这次前来，一是
复查看看恢复情况，还有另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
向威海现代妇产医院送上锦
旗，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随
后余女士将满含谢意和敬意
的锦旗赠送给威海现代妇产
医院。“从这次B超检查来看，
恢复情况良好，以后在日常生
活中还需要注意不要干重活，
要记得按时来医院进行复查，
定 期 的 跟 踪 和 回 访 也 很 重

要。”白主任叮嘱道。
记者了解到，余女士今年43

岁，家住羊亭镇。近几个月连续
出现月经量过多和经期过长的
问题，并偶尔还会出现不规则流
血，去威海某医院做检查，发现
有多个子宫肌瘤，其中最大的有
12公分大小，同时，余女士还伴
有中度贫血。在这样的情况下，
既想要保住子宫，又想要祛除肌
瘤，手术难度还真不小。余女士
找了多家医院，都建议采取切除
子宫的办法。最后在朋友的建议
下，来到了威海现代妇产医院，
希望该院的微创技术可以帮助
其解决难题。

白主任告诉记者，一般情
况下，12公分的子宫肌瘤切除
子宫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但是
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广泛运用，越来越多的大型肌
瘤患者也实现了保子宫的人
性化治疗。由于余女士还有中
度贫血，这对手术要求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幸运的是，我
们多年来积累了多个此类高
难度手术的经验，有着成熟的
手术方案，这也对解决余女士
的问题提供了帮助。在了解白
主任为其提供的手术方案后，
余女士欣喜地接受，并于第二
天办理了住院手术。

手术由白主任亲自操作，
经过整个手术团队的密切配
合，整台手术用了近2个小时，
余女士体内的多个肌瘤被一
一剥离和取出。术后的余女士
恢复情况非常好，3天后顺利
出院。白主任叮嘱余女士回去
之后一定要注意预防感染。由
于余女士的血色素较低，白主
任叮嘱她要进一步补血，平时
饮食营养要合理，可以配合一
些滋补食疗来补养身体，并嘱
咐她一个月后再来医院复查。
术后的余女士工作和生活都
恢复了正常，为了表达自己的
感激之情，余女士特地定制了

一面锦旗以表谢意。
另据了解，为了让更多子

宫肌瘤患者得到更好的关爱，
即日起子宫肌瘤患者可以到威
海现代妇产医院享受每年2次
妇科彩超免费复查的机会。同
时，为了分享北京知名医院先
进的妇科诊疗技术，清华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鲁桦教授将于10
月15日、16日莅临威海现代妇
产医院亲诊，亲诊范围包括子
宫肌瘤、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
症、子宫腺肌症、内分泌疾病
等，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可拨打
0631-5161111进行预约，或直接
来院咨询详情。 (记者 冯琳)

东风雪铁龙C4世嘉自上市
以来，就凭借其优良的产品性能
和高性价比，获得市场与消费者
的一致好评。在今年7月，上市还
不满一年的C4世嘉更一举斩获
C-NCAP碰撞“五星”和C-
ECAP最高殊荣“白金牌”，为中
级车市场树立起“安全”新标杆。
而在9月的成都车展上，东风雪
铁龙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出了C4
世嘉悦心版——— 在秉承C4世嘉
杰出安全性能的同时，外观及智
能科技上也做了进一步的提升，
使其配置更加丰富，令驾乘生活
更为安心。下面，就让我们来详
细了解下C4世嘉悦心版，看看
这款在外观、配置上均有变化的

“新车”是否依然值得消费者购

买？
经济适用 配置实用

“经济适用”这个词组，早已
不单指房子，而是更多地被认同
为一种生活态度或者说是理念。
同样的，对于汽车，“经济适用”
也被很多人奉为“购车圣经”。尤
其是对于当下85、90后一代，大
都是在靠自己的智慧与汗水辛
苦地打拼；他们在选购第一台爱
车时，更会注重性价比与实用
性。当面对动辄10来万的购车费
用时，就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地
货比三家。

此次上市的C4世嘉悦心
版，售价11 .18万元-13 .28万元，
共有四款车型。它搭载1 . 6L
CVVT黄金高效发动机，并配备

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及5速手动
变速箱。

当然，在消费者最为关心的
配置升级上，C4世嘉悦心版绝
对是“满怀诚意”。与C4世嘉
1 . 6L CVVT车型相比，悦心版
售价仅高出4000元，却享有高达
7000元的新增配置。它不仅添加
下进气格栅镀铬条装饰，使整体
外观凸显品味和档次；更重要的
是，所有车型均标配7英寸彩色
多媒体智能触屏系统，搭配实时
在线智能导航、720P的智能行车
记录仪、含免费流量的车载互联
服务、含双向控制的智能无线手
机映射、智能云语音控制系统、
3G WIFI热点以及高清影音播
放等多项实用功能。

安全呵护 智能加持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

C4世嘉的“新增车型”，悦心版
继承了C4世嘉“铜墙铁壁”般的
身躯以及C-NCAP“五星安全”
荣誉称号。其采用同级独有的太
空舱式高强度吸能车身，以大量
超越同级水平的高强度及超高
强度钢板，配备前后铝合金防撞
钢梁、4门内置防撞钢梁、超过
1200Mpa强度的最强B柱等，将
一切危险杜绝在车厢之外。

首选悦心版豪华型
从价格区间来看，C4世嘉

悦心版1 .6L CVVT自动豪华型
售价13 .28万元，1 .6L CVVT自
动舒适型售价12 . 38万元，价差
在9000元。单从配置方面考虑，
自动豪华型在安全性、科技性、
还有舒适性上均棋高一着，大大
省去了后期消费者自行加装的
难度与花费。用更少的预算，享
受更多的配置，C4世嘉悦心版
豪华型更值得推荐。

东东风风雪雪铁铁龙龙CC44世世嘉嘉悦悦心心版版购购车车手手册册

邻邻居居跟跟妻妻子子聊聊天天有有暧暧昧昧

男男子子痛痛打打对对方方被被拘拘77天天

本报威海1 0月1 0日讯
(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李帅 姜春勇) 因为同事
加邻居张某跟妻子网上聊
天暧昧，乳山诸往镇居民王
某打伤张某，自己被拘留7
天。

王某、张某都是乳山市
诸往镇居民，都在当地一家
企业上班，俩人还住对门。
同事加邻居，两家人自然来
往就多一些，张某与王某的
妻子李某都喜欢网上聊天，
两人还加了好友。

王某对此并没有多想，
但今年十一假期期间，王某

偶然翻看妻子的聊天记录，
发现张某在QQ聊天时对自
己的妻子嘘寒问暖，一副很
是关心的嘴脸，有的话很暧
昧。

王某非常愤怒。10月7
日中午，王某赶到单位到正
在上班的张某质问，张某解
释称自己和李某并没有什
么出格行为。王某不听解
释，对张某拳打脚踢，造成
张某脸部等多处受伤。诸往
派出所接警，王某对打人行
为供认不讳。1 0月8日，王
某因打伤张某被行政拘留7
日。

两两个个路路怒怒症症互互撕撕
双双双双被被罚罚款款

本报威海10月10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鞠明明)
货车险撞“小兔子”，“小兔

子”司机别货车报复泄愤，最终
两人在街头大打出手，又双双
被罚款。

5日中午，嵩山街道一市场

外，一辆中型货车险些撞上一
辆“小兔子”，吓坏了“小兔子”
司机丛某，丛某认为货车司机
别他的车，怒从心头起，超车到
货车前方停下，想逼停货车。货
车司机田某倒了一下车，打方
向盘准备绕过去。丛某更觉得

田某理亏，上前理论，两人吵骂
并动了手。

路人报警，嵩山路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认定田某、丛某
的行为均已构成殴打他人，对
田某罚款200元，对丛某罚款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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