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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筷子卡进男童喉咙

幸！警车开道化险为夷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记者

王伟强) 13 日夜，泰城一孩

子在玩耍时不小心把筷子卡在

喉咙里，后来在交警的帮助下
及时转院，幸运得救。

1 3 日晚上 7 点 1 0 分左

右，记者赶到泰安市中心医院

急诊室，见到急诊室里一片忙

碌的场景。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刚才一个 1 岁左右的孩子喉咙

里卡着一根筷子，是一位警察
帮忙送来的，现在孩子已经被

送到了口腔科。

记者随后来到泰安市中心
医院口腔科，该科办公室的张

主任告诉记者，被筷子卡住喉

咙的孩子没什么大碍，已被家
长带走了。“当时来了一大帮

人，孩子的爸爸抱着孩子跑在

最前面，那会儿卡在孩子喉咙

里的筷子已经被取了出来，但

孩子的软颚处还在往外流血。”

张主任说，见状后，他们立即对

孩子的伤口做了紧急处理，见

伤情不重就让家长把孩子带走

了。张主任介绍，孩子的爸爸

说，孩子在嘴里玩筷子的时候，

不小心把筷子折断，断了的一

面插到了嘴里的软腭上，结果

就卡在了喉咙里。

“多亏孩子送来得及时，给

治疗争取了宝贵时间。”张主任

说，受伤的孩子是由警车为其开

道。紧急送来的。记者联系到了

当时帮助孩子转院的泰安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民警辛宪东。辛警

官告诉记者，13 日晚上 6 点 15

分左右，他正在东岳大街和迎春

路交叉路口开车执勤。“突然有

两个人拦住了车，其中一个人告

诉我，他的孩子不小心把筷子卡

在了喉咙里，情况非常紧急，在

一家医院无法救治，需立即转院

救治。但路上堵车严重，希望能

搭警车，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中心
医院去。”辛宪东说，听完孩子

父母的请求，他立即让孩子的家
长开车跟在后面，自驾警车在前

面开道。途中，他不仅打开了警

示灯，而且还断续使用医疗急救

灯警笛，花了不到 10 分钟就赶

到了医院。

仨男子见到民警查车拔腿就跑

原来这是群盗墓贼

今日泰山·警线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记者
孔红星 通讯员 郑磊) 12 日

晚，三名穿着迷彩服的小伙子开

着车，后备箱内装着钢钎、铁锹

等盗墓专用工具……看到民警查
车，三人拔腿就跑。原来，这三

人是盗墓贼。

10 月 12 日晚上 10 点左右，一

辆悬挂着外地号牌的黑色捷达轿车

引起了正在泰山大街迎胜岗执勤的

交警直属二大队一中队民警的注

意。当轿车驾驶员看到民警示意停

车接受检查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

加大马力冲向执勤民警。执勤民警

迅速闪避后，随即让同事在前方布
控，并最终将该轿车截停。

检查中，民警发现车辆的各项
手续都齐全，司机没有逃避检查的

理由。这时，驾驶员张某不停地向
民警道歉，表示没有看清民警的手

势，并说自己是菏泽人，和朋友来

泰山游玩。有多年稽查经验的二大

队民警陈俊岭发现，车上的三人都

穿着适合野外作业的迷彩服，坐在

后座的小个子裤脚上还粘有泥土，

不像是外地游客。

虽然驾驶员竭力假装镇静，

但是眼神始终不敢和民警进行长

时间对视。陈俊岭仔细检查完车

子内部之后，要求驾驶员打开后

备箱进行进一步地检查，驾驶员

听到要检查后备箱，一开始说里

面没有东西，随后又说后备箱坏

了。磨蹭了五六分钟，驾驶员张

某才慢慢地将后备箱打开，同时

还不断向民警解释说，自己真的

是来爬山的游客，后备箱里都是

没有来得及放下的干活农具。

后备箱一打开，陈俊岭一眼

就看到里面满满当当的放着“洛

阳铲”、钢钎、铁锹等盗墓专用

工具。看到民警认识专用工具，

三人知道身份已经暴露，准备逃

跑时被其他民警抓获。

经询问，三名犯罪嫌疑人长

期从事古墓盗掘的违法活动，这

次刚来到泰安，就被警察识破

了。

民警查获的盗

墓工具。

通讯员 郑磊 摄

开别人的车出事故，逃了
怕赃车被民警发现，藏了

本报 96706 热线消
息(记者 孔红星 通讯
员 王文颖) 10 月 12

日 ， 一 辆 挂 有 外 地 牌

照、车前部受损的轿车

开进了泰安交警一大队

院内。民警一看这受了

伤的车，乐了。原来，

这辆车 10 天前撞了一位

骑摩托车的市民，民警

苦寻它 10 天了。

10 月 2 日晚上 7 点

左右，泰安交警三大队事

故一中队民警接到报警

称，在 104 国道大汶口镇

尚家院路口，发生一起汽

车与两轮摩托车相撞的

交通事故，摩托车驾驶员

受伤，汽车驾驶员逃逸。

接警后，值班民警

周新文、尹绪国迅速赶

赴现场，经现场勘查发

现，一辆红色两轮摩托

车被撞倒在地。在距现
场西南 500 米处，民警

捡到一个大众标志的汽

车前小雾灯及保险杠的

左前角。

在现场，民警通过

调查目击证人，证实车

号后四位数字为 5111 ，

在调取泰曲收费站过往

车辆录像后，民警通过

上网比对查询，最终锁

定车号为鲁 HL5111 的

银灰色大众轿车有重大

嫌疑。

根据调查掌握的情

况，交警一大队民警驱车

前往曲阜，查找嫌疑车

辆。由于当时正值“十一”

假期，办案民警一直没有

找到嫌疑车辆。10 月 12

日，办案民警再次赶赴曲

阜，在当地交警部门的配

合下终于找到车主。

车主辩称，车辆借

给朋友开，自己不知道

发生交通事故。后经民

警说服教育，车主承认

知道该车出事故后，被

藏匿在一车库中，至今

还未来得及维修。对于

车主这种自作聪明的做
法，民警表示，如果肇事

者不到公安机关自首，

公安机关将会把肇事者

的信息发布到公安网上

进行通缉，届时他将受

到更严重的法律制裁。

市井故事

等了一年多管道没接好

要想用上气再交设计费
泰城一小区的几家

商铺交了安装天然气的

工程款已经一年多了，

但是至今仍未能通上天

然气，其中的一家商户
无奈之下只好把餐馆转

给他人。

10 月 12 日，记者在

科山路一家卫生服务站

前看到，不远处的道路上

还有明显的施工痕迹，破

开的路面未能及时修补

好，一直延伸到西侧的院

子里。“这是前些天，燃气

公司过来安装管道的时

候留下的，但是因为没有

找到接气的主管道，施工

就这么拖了下来。我们从

去年 9 月份就交了安装

天然气工程费，但到现在

一年多了，也没能通上天

然气。”卫生服务站的鞠

玉海说着，拿出了交款收

据给记者看。

在卫生院隔壁开餐

馆的崔琳琳告诉记者，她

们平时烧菜做饭全是用

电，而且还专门花 3000

钱买了一个用电的炉子

来做生意，“前些天好不

容易盼来了工人安装管

线，没想到因为找不到输

气的主管道，让再交管道

设计费，但我明明已经交

过设计费了。”崔琳琳愤

愤地说，她的这家店是今

年 6 月份从别人那里转

过来的，以前那家餐馆就

是因为没通上天然气而

关了门。

随后，记者找到那位

无奈转店的餐馆老板高

成安。高先生说，因为一

直没通上天然气，经营费

用太高，他无奈才将餐馆

转给了别人。

针对商户的说法，

泰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的工作人员表示，科山

路的这几家商户之所以

没能通上天然气，一方

面是由于这几家一直没

能交上管道设计费，而

且住的商户也一直在变

化，安装天然气的人一

直没能确定下来，所以

就拖到了现在。

(本报记者 王伟强)

“哟，哥们车开得挺快啊！”

玩笑话竟酿一死两伤惨剧

只因一句“哟，哥们

车开得挺快啊！”没想到

却酿成了一死两伤的惨
剧，真是让人痛心。

话说一天深夜 11 点

左右，在泰城迎胜路上，三

名年轻人正排成一前、两

后的队形狂飙摩托车。骑

在最前面的年轻人正巧赶

上红灯在一路口停下。此

时，恰巧一辆货车司机赶

了上来，停在这名年轻人

旁边。

就在等红灯的功夫，

货车司机从车窗内探出头

来，冲着这名年轻人说：

“哟，哥们车开得挺快啊。”

货车司机说完这话，绿灯

随之亮起，货车司机加足

油门离开了。

听到挑衅，这血气方

刚的小伙儿心里不乐意

了。他把货车司机说的话

说给了同伴听。“走，咱撵

他去。”冲动之下，三名年

轻人骑着摩托车追出了 2

公里终于拦下货车司机。

货车司机一看这架

势，以为遇到了劫车贼，他

立马拿出一把刀子下了

车。见货车司机下车，三名

年轻人什么都没说就上去

开始殴打这名“多嘴”的司

机。这货车司机也不甘心

吃亏，掏出事先准备好的

刀子，朝着三名年轻人挥

舞过去。四人扭打成一团，

最终，两名年轻人被刺伤

倒地，另外一位手部也受

了伤。而货车司机见状后，

开车逃逸。

等 120 救护车将三

名受伤的年轻人送到医

院救治时，其中一名年轻

人因失血过多死亡，其他

两人也受伤。

(本报记者 王颜
通讯员 李华锋)

真烦!

真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