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撞伤人自个儿晕倒，醒后开溜
民警挨村排查，犯罪嫌疑人家中落网
本报记者 徐艳 本报通讯员 潘月飞

热线

2012 年 7 月 2 日 星期一 编辑：张永斌 组版：王晓磊 C07今日日照

6 月 30 日晚 7 点 30 分，
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申某
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回家给
伤口上了药，民警找上了门。
他不得不承认了发生事故后
逃逸的事实。据悉，当时申某
骑摩托车将一名正在浇灌农
田的 60 余岁老汉撞伤后逃
逸。

6月30日下午5点11分，
交警东港大队接到指挥中心
的指令称：在涛雒镇李家潭
崖村南 3 公里处发生一起摩
托车撞人后逃逸事故。接警
后，值班民警火速出警，并
及时电话与报警人了解情
况。

到达事故现场后，民警
立即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
察，现场是一起摩托车撞行
人的交通事故。除了摩托车

摔倒时从车筐里掉出来的一
个打气筒和三袋卫生用品
外，未留下其他“线索”。见
受伤者肖某的伤势严重，民
警及时与东港医院的医护人
员联系。

据受伤者的弟弟称，他
的哥哥今年60来岁。事发当
时，他们弟兄两个正在田地
里浇水灌溉农田。

这时一辆摩托车由北向
南速度很快撞倒了他哥后，
摩托车驾驶员也晕倒在路
边。

“当时我哥头部的血呼
呼地往外淌，我只顾抢救人
了，没有想到肇事的摩托车
驾驶员醒后就自己偷偷地跑
掉了。”伤者的弟弟气愤地
说。

民警与受伤者的家属兵

分两路，受伤者家属到附近
三个村庄了解情况，寻找目
击者。另一路民警带着一包

卫生用品到涛雒医院和各大
药房走访调查。

最后民警把目标定在一

个年龄在25岁左右，脸色较
黑，身高在175厘米左右的男
子。

6月30日晚7点30分，民
警及时与受伤者的家属联
系 ，在 附 近 的 三 个 村 庄 排
查。经过肖某弟弟的辨认，
民警最后将目标锁定在巨峰
镇 六 甲 村 的 村 民 申 某 。随
即，民警在申某家中将其抓
获。

原来，申某在单位下班
途中，到路边的大药房买了
卫生用品后，就驾驶摩托车
沿李家潭崖村由北向南行
驶。

发生事故后由于害怕承
担责任，趁对方正在抢救伤
员时驾车逃逸。回家后，他
怕到村里的卫生室处理伤口
会暴露，就在家中用了点消
炎药把脸上的伤口简单的处
理了。没想到民警这么快找
到了自己。

申某对逃逸事故供认不
讳，目前交警部门正在调查
取证中。

7月1日，记者获悉，伤者
今年60余岁，由于头部、胳膊
和左腿受伤严重，目前仍在
医院进行救治。

忍半年的胸口疼

一查竟是食道癌
6 月 23 日，端午节，记者来

到位于日照市东港区三庄镇下
卜落崮村胡善桂家。

6 3 岁的胡善桂并不在家，
妻子夏荣告诉记者，他下地干活
去了，随后她让记者待在家里，
自己去找胡善桂。

半个多小时后，胡善桂跟在
妻子后面，背着一个装满青草的
筐回家了。记者起身招呼，他十
分礼貌地赶忙让记者坐下。

一脸的皱纹，深陷下去的失
神的眼睛，弯弯的腰，瘦弱的身
体，让人不忍将这个老人和癌症
联系在一起。

提起自己的病，胡善桂没有
回避，反倒是非常坦然。“从过
年后，每次吃饭吃第一口，就感
觉食道有点堵，后来又经常觉得
胸闷。”胡善桂说。

当时，这奇怪的病状，并没
有引起胡善桂太大的注意，因为
他还有更让他难受的腰疼。十多
年前，因为打水浇菜园，他不小

心拉伤腰了，自此以后，他的身
体每况愈下。

后来随着胸闷的次数渐渐
增多，胡善桂决定去查一下到底
是怎么回事。

6 月 15 日，胡善桂带上 500

块钱，向妻子谎称去买拔罐后，
便乘坐着到市里的客车来到日
照市中医医院。

经过检查，胡善桂被诊断为
“食管占位性病变”，日照中医
院外三科主任张佑民告诉记者，
这是一种安慰性的称呼，即是食
道癌。

当时，了解到胡善桂只身一
个人来到医院，给胡善桂做检查
的医生只好告知他，病情很严
重，需要尽快入院治疗。由于没
有带足够的钱，当天，胡善桂回
家了。而在家等待着的妻子，还
被蒙在鼓里。

6 月 2 0 日，胡善桂带着凑
齐的 1200 元，又只身来到了日
照市中医医院，他当时并不知
道，1200 元对于他的病情需要
花的钱来说，只是非常小的一部
分。

而胡善桂并没有什么积蓄，

今年种的七分小麦，打了只有
3 8 0 斤小麦，因为不舍得花钱
“请”脱粒机，所有麦粒都是胡
善桂老两口敲打麦穗敲打出来
的。

而为了凑钱治病，他刚刚卖
了去年收成的玉米，卖了 5 8 9

元。家里能卖钱的东西，还剩三
只羊，和三只鸡。

儿子遇车祸不幸去世

他深明大义没要赔偿
2001年8月9日，是胡善桂老

两口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日子。那
天，他们唯一的儿子，因为车祸
去世了。

提起儿子，胡善桂的妻子老
泪纵横。胡善桂告诉记者，儿子
胡高亮生前一米七八，双眼皮，
十分帅气。去世那年只有 22 岁，
在一家电器公司上了半年班。

“儿子工作做得好，公司里
也重视，去世前公司让他去石臼
那边学习半个月。”胡善桂的妻
子说。

胡善桂告诉记者，2001 年 8

月 9 日，儿子实习完后，公司里

一个要好的同事赵某骑摩托车，
带着胡高亮一起吃饭，两人饭
后，赵某载着胡高亮在海曲西路
发生车祸，赵某当场死亡，胡高
亮重伤送至医院，经过抢救无效
死亡。

“交警那边的交通事故认定
书上写着他的同事 (赵某 )酒后
驾驶，负有全部责任。”胡善桂
说。记者在胡善桂家中看到了这
份认定书，和他所说的一致。

拿到责任认定书，完全可以
去法院起诉要求赔偿的胡善桂，
放弃了起诉。“赵某和我儿子关
系很好，并且他也去世了，撇下
了妻子和两个孩子，我怎么能起
诉他们要求赔偿？”胡善桂深明
大义，放弃了起诉，因此也没有
拿到一分钱的赔偿。

儿子的去世给老两口的打
击非常大，胡善桂的妻子今年62

岁，可是头发已经全白，每次出
门，她都会带着帽子，胡善桂告
诉记者，妻子特别怕别人看到别
人看见她的白发。

“最让我们难受的还是逢
年过节，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
回家和父母吃个团圆饭，我们
就两个人在家里。”胡善桂边说
着边擦了擦眼睛，他的声音变
得哽咽，但是极力控制住眼泪
流下来。

“我们还怕听到别人结婚的
锣鼓声，要是孩子还在，也早已
经成家立业了。”胡善桂妻子妻
子指着墙上挂着的儿子的照片，
泪如雨下。

初期手术费需要三万

老两口积蓄不到两千
张佑民是日照市中医医院

外三科的主任。他有个习惯，就
是所有入院经外三科医生治疗
的病人，他都会了解一下。

6 月 20 日，像往常一样，他

又看了看每个病人的资料。“当
我看到胡善桂的资料时，出来找
了一下他，发现在护士站旁边，
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那里，而一般
老人来治病都会有儿女陪着。”
张佑民回忆说。

“我当时就问他，怎么是自
己一个人来的，儿女怎么没有陪
着，他告诉我，‘我有一个儿子，
不孝顺，走了’。”张佑民说。

当时张佑民并没有理解其
中的意思，疑惑着又问，“孩子
怎么回事？”

“孩子出车祸走了，很多年
了，他这样告诉我，当时我的眼
泪就下来了，老人低着头，也掉
下了眼泪。”张佑民告诉记者。

当时张佑民准备开会，开完
会后，胡善桂已经在病房里打点
滴了。

如果不动手术，药物治疗只
是缓解胡善桂的病情，而不能消
除病情，张佑民这样告诉胡善
桂。

“他当时问我要花多少钱，
我说三万元，他说我拿不出来那
么多钱，没办法，不用动手术
了。”张佑民惊讶于老人的镇
定。

老人决定不动手术，这让张
佑民有些吃惊。“老人家的老伴
在家里，他的老伴知道这个消息
该怎么想？”张佑民说。

张佑民告诉记者，经过检
查，胡善桂的食道癌还处在初
期，“如果提早动手术，以后不
再复发的话，有治愈的把握。”
张佑民说。

张佑民告诉记者，胡善桂的
手术，需要大约 3 万元钱，而记
者采访胡善桂了解到，他家里的
积蓄还不到 2000 元。

“我们医院也在积极想办法
救助老人家，也希望社会能伸出
援助之手，帮一把老人。”张佑
民说。

11 年前独子遇车祸，他深明大义未索赔；如今身患食道癌，无奈想放弃治疗

三万元手术费难倒六旬厚道人
文/片 本报记者 化玉军

11 年前，因为一
场车祸，胡善桂老两
口 2 2 岁的独子永远
离开了他们。而现在，
胡善桂又面临着另外
一场“冲击”，得了早
期食道癌的他，急需
救治，但是家里仅有
的两亩薄地、三只羊
和三只鸡，无力支撑
前期治疗的 3 万余元
手术费。

▲ 6 月 30 日下午，民警在案发现场勘察。

6 月 30 日晚，民警将犯罪嫌疑人申某抓获。 本报通讯员 潘月飞 摄

63 岁的胡善桂有着弯弯的腰，瘦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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