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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翁患老年痴呆
公交车上答非所问
本报 8月 3 0日讯 (记者

蓝娜娜 通讯员 张嘉青)
30日，一位七旬老人乘坐104

路公交车时，对乘务员的问
题答非所问。觉得不对劲的
乘务员张玉奎，最终通过老
人手中的“身份钥匙”联系到
老人家属。

30日上午，公交乘务员张
玉奎同往常一样，在从流清河
发往台东的104路公交车上忙

碌地工作。9点半，当车行至辛
家庄站时，一位衣着整洁的70

多岁的老人上车。在帮老人找
到座位后，张玉奎说：“大爷，
您到哪里？请您购票。”“我没
病。”老人说。听到老人不合逻
辑的回答，张玉奎继续问：“大
爷，您怎么称呼啊？”没想到老
人却仍答非所问：“今天天还
行。”见此情景，张玉奎不再让
老人购票。

当车到达终点站时，老人
仍在座位上看窗外风景。张玉
奎与老人沟通，得到的都是无
关紧要的回答，她无意中看到
老人手里攥着一串钥匙，钥匙
环上系着一缕布条。在多次劝
说后，她拿到了钥匙，看到布
条上写着一位徐先生的手机
号和家庭住址。

由于张玉奎要继续跟车
返回流清河，她在路队拨打了

布条上的手机号，与老人的儿
子约好在2路车总站团岛站接
人。打完电话后，张玉奎将老
人送到2路车上，并把徐先生
的手机号留给了驾驶员。

“太感谢104路乘务员了！”
接到老人的徐先生说，父亲患
老年痴呆症一年多了，当天下
楼后就走丢了，他正要到派出
所报案，就接到了乘务员打来
的电话。

八旬老汉购物晕倒
热心市民送其就医
本报8月30日讯(记者 曹

思扬) 30日上午9点40分，一
名老人在超市购物时，突发脑
缺血，当场晕倒在地，热心市
民帮忙拨打110和120后，将老
人送到海慈医院救治，现老人
暂无生命危险。

30日上午10点左右，读者向
本报反映称，在家乐福辽阳西路
店，一名老先生在购物时突然晕
倒，热心市民拨打110和120，将老
人送到了海慈医院抢救。

10点20分，记者赶到海慈
医院急诊科，看到晕倒的老先
生侧躺在病床上，戴着助听
器，不停地在呕吐。老先生自
称姓李，今年81岁，山西太原
人，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女儿在青岛上班，住在福岭小

区，他平时血压有点高。早上8

点多，他在福岭小区乘坐家乐
福辽阳西路店的购物车去家
乐福买菜，9点40分左右，他在
超市购物时，突然浑身冒冷
汗，接着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周围很多热心市民赶紧围了
上来。

“当时是一位60多岁的老
太太将我扶起来，他问我家人
电话是多少，我耳朵听不清，
平时戴着助听器，没有带手机
的习惯，忘了女儿的手机号，
她就帮忙拨打110和120将我送
到医院。”李先生说。

据 参 与 急 救 的 医 生 介
绍，经初步检查，李先生患有
脑缺血，轻微冠心病，暂无生
命危险。

市北公安分局辽源路派
出所的民警接警后，查询到李
先生女婿韩先生的电话，通知
韩先生到海慈医院。1 1点左

右，韩先生赶到海慈医院照顾
李先生。

(奖励线索提供人张先生
30元)

老人乘火车丢巨款
乘警发现后急归还
本报 8月 3 0日讯 (通讯员

刘建新 付帅 记者 赵
波 ) 2 9日，一对8 0多岁的北
京老夫妻乘坐动车回京，列
车到站后将装着 4 5 0 0 0元现
金的背包丢在行李架上浑然
不知，乘警巡视车厢发现后
根据包内的物品信息联系上

失主，并将钱财送出车站交
还老人。

29日下午两点左右，青岛
至北京南站的D334次动车到
达北京南站旅客全部下车后，
值乘的青岛铁路乘警支队乘
警徐晓阳逐车厢进行巡查，当
他走进3号车厢时，发现车厢

行李架上有一个背包，打开检
查，包内竟有好几沓百元大钞
(共45000元)及银行存折、医疗
证等物品。

根据包内有关信息，乘
警及时与失主北京某大学八
十多岁的退休教师张某取得
联系。此刻，张某还没察觉到

丢失了装着巨款的背包，她
和老伴已经出站准备回家。
鉴于老人行动不便，乘警和
车长一起出站找到老人，将
物品归还，此时离老人下车
还不足两小时。两位老人和
前来接站的亲属十分感动，
再三致谢。

传销穿上网游新“马甲”
四人传销团伙四个月吸金两百余万

拔枪怒指女友

只因不想分手
男子因非法持有枪支获刑

本报8月30日讯 (记者 马健
通讯员 王丽娜 ) 44岁的赵某花
2000元买了一把黑色仿六四式手枪。
因不想和小女友张某分手，数次掏出
手枪威胁并殴打张某，还称再提分手
就要打死她。今年年初张某因不堪忍
受赵某的吓唬，遂向警方举报。8月24

日，赵某因非法持有枪支罪再次“三
进宫”。

十余年前，赵某去广州花了2000

元钱买了一把黑色仿六四式手枪。随
后将手枪藏在青岛市四方区家里的
自来水管缝隙里，期间还拿出手枪向
朋友袁某炫耀。去年赵某从韩国打工
回来后失业在家，认识了比他小将近
20岁的女友张某。两人确定恋爱关系
后，赵某就将自己持有枪支的事情告
诉了张某。没过多久，两人感情出现
问题，赵某数次在吵架中掏出手枪威
胁张某，称如果张某再提分手就开枪
将她打死。

张某整日生活在赵某的威胁下，
惶惶不可终日，她生怕赵某哪天心情
不好就要把她弄死。直到去年下半
年，两个人再次出现矛盾，张某再次
提出分手，赵某听后大怒遂用手枪枪
柄打了张某头部。直至今年年初，张
某向警方举报了男友赵某，警方从赵
某家的储藏室内搜出枪支、弹药、雷
管等物品。

后经公安机关检验，从赵某家里
搜出的自制手枪属于以火药为动力
发射枪弹的枪支，今年4月20日，赵某
因涉嫌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警方逮
捕。

今年8月24日，在四方法院庭审
现场，赵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称他现在很后悔，拿枪威胁女友只是
不想分手，吓吓她而已。最终，赵某因
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二个月。

据了解，今年44岁的赵某只有初
中文化，家住青岛市四方区。1984年
曾因强奸被少管两年，1987年8月因
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此次
已是“三进宫”。

四方法院法官介绍，赵某违反枪
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经检验，
赵某所持的手枪属于以火药为动力
发射枪弹的枪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持有枪支罪。此外，枪支历来是国家
明令禁止个人持有的物品，留存于社
会上有潜在危害，极易引发其他各类
恶性犯罪。

本报8月30日讯(通讯员 徐玉
森 张坤洋 记者 刘腾腾) 互
联网上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等一些
新兴的事物开始成为传销组织对
外宣传的幌子。近日，胶南警方破
获一起用网络游戏理财为幌子来
发展会员进行网络传销活动的犯
罪团伙。

今年4月初，胶南人陈先生在
一次与朋友聚会时认识了男子焦
某。席间，焦某介绍他投资一个名
为“帝盟国际”的网络游戏理财网
站，声称交钱购买公司的虚拟电子
股票便能成为会员，以后发展新会
员还可以获取不菲的奖金。

焦某介绍，这个网站是个以游
戏为主的电子商务平台，只需交纳
1300元、2600元、7800元和15000元购
买股票即可分别成为“一钻”、“二

钻”、“三钻”、“四钻”不同等级的会
员，从而分到不同额度的“游戏股
票”。会员通过发展下线会员的方
式获取提成奖金等高额回报，发展
的会员越多，回报金额就越高。听
到这里，陈先生便有些心动了。于
是，他先拿出2600元交给了焦某，成
为公司“二钻”会员。

今年6月，陈先生再次登录“帝
盟国际”网站时，突然发现网站以
正在维护升级为由已经关停，而陈
先生也联系不上焦某了。心急如焚
的他赶紧报了警。

警方调查发现，该网站成立于
今年2月28日，由男子穆某和张某成
立，至今已有近五百名会员。今年3

月2日，在金钱的诱惑下，焦某成为
穆某的下线。在随后两个多月的时
间里，焦某发展了李某、杨某等近

百名会员，非法获利17万元。
8月21日，专案组民警调查得知

焦某准备在灵山卫发展下线后，立
即赶往焦某的落脚点将他和同伙
李某抓获，并顺线抓获穆某和张某
两人。到案后，四人对利用网络传
销发展会员获利两百余万元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焦某介绍，该传销组织对外自
称发行定量的游戏股票，买家必须
在推荐人的推荐下才能加入组织，
成为会员。根据缴纳现金额度的不
同，会员被分配不同股数的股票，
网站的操作人员会控制股票以不
同的涨幅上涨。会员要想挣钱必须
不停地发展下线来壮大体系，扩充
网站系统平台的资金。

目前，焦某、李某、穆某、张某
已被刑拘。

护士正在给晕倒的李先生打针。 曹思扬 摄

传销团伙被警方端掉。(图片由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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