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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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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工工人人讨讨工工资资，，包包工工头头要要跳跳楼楼
男子爬上12楼屡劝不下，就怕下楼后要不到钱，5小时后最终被接了下来

大货压塌桥面

连累后面摩托车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员
张伟光 记者 苑菲菲) 10日上

午10点多，在招远市夏甸镇邢家村西
路大桥，一辆满载沙石的后八轮翻斗
车压塌了桥。恰巧一男子骑摩托车经
过此处时，被桥面下陷处卡住，摩托
车驾驶员一个前空翻摔在地上。

10日上午10点多，民警很快赶到
现场后看到，四五米宽的桥面上，中
间有一个两三米的凹陷，一辆摩托车
卡在里面。据报警人介绍，凹陷处是
招远市永和公司的驾驶员开着满载
沙石的后八轮翻斗车压塌的。

夏甸镇薄家村的薄先生骑着摩
托车走到这里时，没注意一下子掉进
了凹陷处，人直接前空翻摔在地上，
所幸只是擦伤，没有大碍。很快，民警
在桥上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将后八轮
货车驾驶员带回派出所取证调查。

前脚出车祸

后脚车被“扫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员
张伟光 记者 苑菲菲) 开车不小心
在路上出了车祸，着急去医院把车留
在原地，等回去开车时却发现，4个车
轱辘和后备箱的两个备用轮胎被人偷
了，没来得及带走的包也被顺走了。

招远的孙先生6日晚开着自己的
桑塔纳轿车，在张星镇徐家村学校附
近不小心撞上了土堆，车子被弹到了
树上。孙先生因受伤着急去医院，没
来得及锁车，也没拿车里的包。

7日下午3点20分，出院的孙先生
回事故现场时吃惊地发现，4个车轱
辘没了，小偷连后备箱里的2个备胎
都没放过。再一看，车窗开着，里面装
着2000多元钱的包也被顺走了。孙先
生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目前案情还
在进一步调查中。

无证驾车为“练手”

见交警撒腿就跑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通讯员 刘国兴 孙菁 ) 5

日上午11点左右，招远交警大队民警
在玲珑镇山前村路段巡逻时，对一辆
轻型厢式货车进行检查。谁知驾驶员
将车停好后，下车二话没说撒腿就
跑。民警喊他回来，可是这位驾驶员
越跑越快，最终消失在路外田地里。

随后，厢式货车的老板来到现场。
原来这位驾驶员再过五天就要进行最
后一门驾照考试了，感觉车学得不错，
抱着侥幸心理开车练手，怕横生枝节所
以跑了。民警通过货车老板对驾驶员
做工作，让驾驶员回到现场。之后
民警依法扣留车辆，驾驶人因无证
驾驶被处以1000元罚款并处拘留。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见
习记者 张姗姗) 11日中午，
在芝罘区柏林春天小区，一男
子爬上12楼楼顶，称公司不给
工钱就要跳下去。原来，该男子
是名包工头，因公司未付清工
钱，工人多次找他索要工资，包
工头只好通过这种方式向公司
要钱。经过5个小时的协商，该
男子才走下楼。

11日下午2点半左右，记者
来到柏林春天小区B24号楼。楼
下站着几位民警和物业工作人
员，不停地向楼上喊话，周围还
有不少居民围观。一名30多岁
的男子坐在12楼楼顶，称不给
工钱就不下来。

随后，记者询问蹲在地上
的一位老汉。老汉告诉记者，他
姓马，是江苏人，楼顶的男子是
他原来的包工头。马师傅说，
2012年3月至5月，他和10位老
乡跟着包工头做B24号楼的外
墙装饰工程。完工后，包工头给
他们支付了一部分工资，但仍
有58100元至今未付。

马师傅说，他和工友多次
索要，包工头均称：“看老板给

不给吧。”“今天上午8点左右，
他给我打电话，让我们来拿钱，
说老板今天应该会给钱。”马师
傅说，他和6位工友来到柏林春
天，包工头说去办公室找老板，
没想到在11点半，包工头竟爬
到了B24号楼楼顶。

民警、物业和该工程承包
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楼顶的包工
头不停劝解，一位跟包工头要
工钱的小伙两次上楼劝说，但
包工头就是不肯下楼，说担心
下来后要不到工钱。

马师傅说，他们只知道找
包工头要工钱，并不知道承包
该工程的单位是哪个公司，现
场承包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拒绝
向记者透露相关信息。

4点左右，承包单位工作人
员交给马师傅1400元钱，让楼
顶的包工头下来协商。又经过
半个小时的劝说，要工钱的小
伙再次上楼，才将包工头接了
下来。

这位包工头说自己姓陈。
随后，这位包工头和7位工人及
承包单位工作人员去派出所协
商此事。

男男工工干干活活中中暑暑，，确确诊诊为为热热射射病病
病情比前几例患者还重，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 记 者 王 永 军 ) 1 0 日 晚 7

点，毓璜顶医院急诊科来了
一名从桃村中心医院转过来
的热射病患者。患者林先生
今年 5 0岁，在栖霞一家滑石
粉厂工作，工作中突然发生
意外。据医生介绍，目前林先
生的情况很严重，仍未脱离
生命危险。

11日上午10点多，记者来
到毓璜顶医院急诊科。医护人

员告诉记者，林先生10日晚上7

点来到医院，被确诊为热射病。
因为病情严重，随后便被送到
急诊重症病房，目前还在做进
一步治疗。

林先生的妻子告诉记者，
她们是栖霞市庙后镇人，和丈
夫在附近一家滑石粉厂工作。

“干活时中暑了。”林先生的妻
子说，当时她和丈夫一起在滑
石粉厂干活。下午1点多，丈夫
突然牙关紧闭，肢体抽搐，然后

意识不清。当时把大家吓坏了，
看情况不好，林先生被紧急送
往桃村中心医院进行治疗。但
由于病情严重，医生建议赶紧
转到烟台大医院。晚上7点，救
护车拉着林先生来到了毓璜顶
医院急诊科。

“ 车 间 里 的 温 度 特 别
高。”林先生的妻子说，车间
内很是闷热，之前没察觉什
么，没想到林先生中暑这么
严重，被诊断为热射病，还有

生命危险。
毓璜顶医院急诊科医生

孔伟告诉记者，林先生的病
情比前几天来的几例热射病
患者还要严重，目前还没有
脱离生命危险。孔伟说，林先
生现在临床表现为心肌缺血
性损伤，并伴有肝、肾损伤，
电解质紊乱，凝血机制异常，
仍需在重症监护室进一步治
疗。

奖励线索人马女士30元

44杯杯扎扎啤啤下下肚肚，，半半夜夜腹腹泻泻1177次次
高温天贪凉易腹泻，医院急诊出现患者扎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宋佳 通讯员 正毅 曰
雷 王婧) 一位壮汉喝了4杯
扎啤，结果半夜腹泻17次，被妻
子搀扶着到毓璜顶医院腹泻门
诊求诊。近几天，市区各大医院
腹泻门诊患者剧增，毓璜顶医
院腹泻门诊日门诊数已达到去
年高峰值。

“半夜腹泻了17次，折腾的
我腿都软了。”11日，在毓璜顶
医院腹泻门诊输液室里，一位

壮实的大汉面色蜡黄，躺在病
床上虚弱地说，昨晚来看病还
是被妻子搀扶着进了治疗室。

原来，天气酷热难耐，大汉
几分钟的时间喝下4杯扎啤。壮
汉说，当时喝下去就觉得身上
的汗全消了，可能是激着了。

在腹泻门诊里，躺着不少
腹泻的患者。其中一名跟团来
烟台避暑的邱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因为贪凉腹泻不止。他说，
旅游团共12人，先后7人被腹泻

“放倒”。
据了解，仅毓璜顶医院腹

泻门诊一晚上就收治了60多名
腹泻患者。“近几天，急性胃肠
炎患者急剧增加，达到高峰
值。”毓璜顶医院腹泻门诊的医
护人员说。

不仅是毓璜顶医院，市
区各大医院均出现腹泻患者
扎堆的情况，门诊量较上个
月均有所提高。烟台市中医
医院急诊医生告诉记者，他

们一晚上的患者比上月约增
长了三成。

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专家说，目前正值肠道传染
病高发期，肠道传染病预防无
有效疫苗，市民和游客都应把
好“病从口入”这道关，安度危
险期。

此外，专家提醒，饮食里适
当加点醋和蒜，能防肠胃疾病，
而且要避免短时间内进食大量
凉性食物、饮品。

1188岁岁少少女女不不知知怀怀孕孕厕厕所所产产子子
目前母女经医院治疗已健康出院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张伟光 记者 苑菲
菲) 肚子变大以为是发胖，18

岁少女感到腹痛不适到医院
检查，等待做B超时在厕所生
了个女孩。7月29日，在招远市
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女厕发生
了这样一件事。

“快，有人在女厕所生孩子
了！”7月29日上午，在招远市人
民医院急诊室，一名保洁员着
急地大喊。原来，保洁员正在急
诊室旁的卫生间打扫，突然听
见里面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感

到奇怪的保洁员进入卫生间一
看，地上有一摊血迹，一女子昏
坐在地上，一个刚刚出生的婴
儿正在血泊中哇哇大哭，一根
脐带还连接着母子。

保洁员赶紧跑到急诊室
将这一消息通知给医生，急诊
室护士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找
来手术刀急奔现场，剪断了脐
带，将母女二人送往妇产科病
房。

据招远市人民医院工作
人员介绍，产妇小玲(化名)今
年18岁，因为头天晚上感到腹

痛不适，一大早就来到医院检
查。检查时医生看小玲小腹隆
起，就问小玲上次来例假是什
么时候。可小玲回答，上个月
刚来过，随后医生建议小玲做
个B超。就在等待做B超这段时
间，小玲突感腹痛难忍，就自
己进入女厕所完成生产，随后
昏倒在地。

经检查，婴儿是名女孩，
身体健康。据小玲称，她对怀
孕一事毫不知情，只以为自己
是发胖。目前，这对母女经过
医院治疗后已健康出院。

11日下午，在柏林春天小区，包工头坐在12楼不肯下来。
见习记者 张姗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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