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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岚山公安

见见财财起起意意，，连连插插座座都都不不放放过过
一女子入住宾馆时盗窃一年后被岚山警方抓获

本报 8 月 13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庞尊玺） 酷夏来临，

市民穿衣单薄，手机钱包等物品无
处可放，很容易就随手放到某个地
方，等回头找时却被人捡走。近日，
岚山公安分局安东卫派出所连续
帮助两位“马大哈”市民找回了两
部遗失的手机。

7 月 20 日晚上 11 点多，安东卫
派出所接到群众周某报警称，自己
与几个朋友在烧烤摊喝酒后回到
家中时，发现手机没有了，怀疑是
被人偷走了。

民警调取监控录像，发现周某
的手机就放在其旁边的椅子上，而
周某喝完酒后站起身就走了，完全
忘记了带上手机。“拿”走周某手机
的是一名青年，他从椅子上拿起手
机放入口袋，之后一会就离开了现
场。

民警通过了解烧烤摊主及周
围人员，得知此青年姓卢。随后，民
警通过电话找到卢某，进行说服教
育，让其返还了手机。

7 月 21 日上午 10 点多，万斛路
南首某银行业务点取款时，随手将
自己的一部白色 OPPO 手机遗忘在
柜台上，被其他办理业务的人拿走。

短短两天，安东卫派出所就接
到两起类似警情，都是市民自己

“马大哈”粗心引发。民警提示，天
气热容易让人头脑迷糊，市民一定
要带好随身物品，尤其是离开一个
地方时，要检查一下自己带的物
品，核实清楚再离开，以免遗失贵
重物品。

手机随处放了就忘

民警帮找俩手机

图为监控中拍到嫌疑人盗窃得手后打出租车离开。

一一农农用用车车将将人人撞撞伤伤后后逃逃逸逸
民警监控寻踪锁定肇事者

本报 8 月 13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庞尊玺） 住旅
馆的时候，看到旅馆内电脑等物
品较新，就趁着旅馆服务员不注
意的时候，卷走了包括电脑在内
的多件物品。岚山警方在近一年
的时间里一直未放弃对此案的
侦察工作，终于将这一违法嫌疑
人抓获归案。

2012 年 8 月 20 日一大早，
岚山区一宾馆老板聂某来到岚
山公安分局汾水派出所报案称，
一个女性旅客盗走了旅馆内的
台式电脑、电热水壶、电源插座
等物品。

随后，民警来到案发现场，
看到旅馆 207 房间内杂乱不堪，
电线也被扯乱。

据店内服务员回忆，头天晚
上七点多，有个年轻女孩提着一
个大皮箱到宾馆住宿，服务员就
将她安排在 207 房间，当天早
晨，服务员打扫卫生的时候，敲
门没有反应。等服务员打开门

后，发现该女孩偷偷走了，并且
偷走了房间内的物品。

服务员不知住宿的那个女
孩什么时候走的，且女孩住宿时
登记的名字不是她本人的名字。
案件的侦察一时陷入僵局。

经过调阅旅馆内监控录像，
民警看到女孩是在凌晨两点半
左右离开宾馆的，还是随身带着
那个大行李箱。

经过梳理案情，民警认为一
个年轻女孩，这个晚带着一个大
行李箱，自己没有开车，打出租
车离开的可能性很大。据此，民
警调取了宾馆附近路口的监控
录像，搜索在这个时间段经过的
出租车。

经过排查，民警最终找到了
女孩离开时所乘坐的出租车。随
后，民警顺藤摸瓜，找到了女孩
打出租车下车的地方。但当民警
前往查找的时候，女孩已经返回
东北老家。

虽然嫌疑人没有抓到，但是

民警对此案一直没有放弃，始终
对嫌疑人的行踪予以关注。

今年 8 月 4 日，得知嫌疑人
又回到日照后，民警迅速将其抓
获归案。

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解
某很快交代了自己盗窃宾馆物
品的违法事实。

原来，解某在住进宾馆后，
看到房间内的电脑很新，就想带

回去。于是，解某就将电脑主机
和显示器，还有一只水壶及电源
插座等物品装进了随身携带的
行李箱内。到了凌晨两点半左
右，解某趁宾馆的人不注意，拎
着行李箱偷偷从房间出来下楼，
叫了辆出租车连夜离开。

8 月 5 日，违法嫌疑人解某
因涉嫌盗窃，被行政拘留十五
日。

本报 8 月 13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庞尊玺） 把
人撞成重伤，不是及时救助，反
而逃之夭夭，但天网恢恢，疏而
不漏，视频监控录下了嫌疑车
辆仓皇逃窜的过程。近日，岚山
公安分局高兴派出所利用视频
监控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
案，最终犯罪嫌疑人赵某迫于
压力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7 月 28 日凌晨 4 点多，高
兴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辖

区冯家村村民杨某在青赵路高
兴岭段被一过路车撞成重伤，
肇事车辆当场逃逸。

接报后，民警快速赶到现
场，只见伤者躺在地上呻吟着，
路上到处是苹果。原来，杨某骑
三轮车拉了一车苹果，准备到
高兴大集去卖，没成想半路上
遇到车祸，车被撞倒，人被撞
飞，苹果散了一地。

民警赶紧协助 120 将杨某
送往医院治疗，同时组织人员

将散落的苹果收起来，并开始
抓捕嫌疑人。

民警一边会同交警部门在
有关路段重点巡查，一边及时调
取查阅相关视频监控资料。结合
现场遗留物证，民警迅速锁定一
车号为鲁 Q 开头的北京威龙白
色农用车有重大嫌疑。随后，民
警顺藤摸瓜，很快确定了肇事逃
逸的犯罪嫌疑人赵某。

撞人后，犯罪嫌疑人赵某
惊慌失措地逃回了家。当民警

到赵某家里对其实施抓捕时，
由于他没在家而侥幸逃过。赵
某回家听说此事后，更是惊恐
万状，度日如年。

7 月 30 日上午，迫于压力，
赵某惴惴不安地来到高兴派出
所投案自首，并交代了案发经
过及案发后逃逸、企图逃避法
律制裁的犯罪事实。

目前，赵某已被移送交警
部门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齐鲁医院日照分院产科主任滕怀兰倡导孕妇自然分娩

孩孩子子的的微微笑笑是是她她最最大大的的满满足足

从医 31 年

接生孩子无数

记者在齐鲁医院日照分
院见到滕怀兰时，她难得有一
个空闲的时间，“我们科室每
年平均要接生两千个孩子左
右。”滕怀兰说。滕怀兰今年 50

岁，自 1982 年毕业，在这个岗
位上滕怀兰已经工作了 3 1

年，从她手中抱出的孩子已无
法计算，“有些家庭我已经抱
过他们两代人。”说到这里滕
怀兰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滕怀兰告诉记者，产科这
个工作不但苦、累而且风险也
大。“产妇与我们正常人相比
体质肯定要差一些，说不准会
出现什么意外情况。”滕怀兰
说，“之前也没想到会这么累，
神经基本天天是绷着的。”

滕怀兰介绍，产科工作再
细心也不为过，“这事关系到
两条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
孩子与家人都健健康康。”滕
怀兰说。虽然压力大，但当怀
里抱着小宝宝的时候所有的
劳累都一扫而光，“感觉之前
所有的努力都值了。”滕怀兰
说。已到知天命年龄的滕怀兰
现在最享受的就是别人对她
工作的认可。“有时候出去吃

饭会遇到一些孩子，见了我就
叫阿姨，挺好的。”滕怀兰说。

时刻把病人放第一味

曾劝精神病孕妇分娩

时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滕怀兰不但自己这么要求自
己而且要求科里所有人员都
要做到。去年 7 月，他们科室
接到一个有精神问题的孕妇，
让他们仍然记忆犹新。去年 7

月份，产科接收了一位 32 岁
的产妇，已经快到临产，因产
妇身体条件差，需要进行剖宫
手术。

手术定在 14 时进行，可
由于产妇有精神问题，上午 10

时的时候孕妇突然从病房出
走，眼看孕妇就要临产，张护
士长与滕怀兰考虑到事情的
严重性，打电话与孕妇家属联
系。得知孕妇正坐在一商场门
口，不听家人劝说后，俩人一
路步行跑到商场门口。

当到达商场门口时却发
现孕妇已经坐三轮车离开了，
家人告诉滕怀兰，孕妇自己回
家后反锁房门，不让任何人进
去。此时离预定的剖宫产时间
越来越近，产妇随时有临产危
险。俩人打车来到孕妇家后发
现，孕妇躺在沙发上一个劲喊

疼。
这时俩人隔着房门与产

妇交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
以说在苦苦哀求下终于把房
门打开。在俩人的劝说下产妇
同意去医院。“最后孩子和大
人都非常平安。”滕怀兰说。手
术完后，产妇误把细心照顾她
的滕怀兰当做自己的母亲。

开展各种特色服务

最大程度让孕妇顺产

如何让病人自然顺产生
下孩子是产科一贯的追求，

“现在由于人们缺少运动，吃
的也好，巨大儿多，有些人需
要剖宫产。”滕怀兰说。作为一
名产科医生，滕怀兰深知，自
然顺产是最好的生育方式。

“只要病人身体条件符合顺产
要求，我们肯定会尽最大努力
劝说产妇顺产。”滕怀兰说。

为增加孕妇对孕期的了
解，让孕妇从一出生就调节自
己身体，产科开展了孕妇学

校。只要孕妇报名参加，就可
以定期到医院听课，会有专门
的医生给孕妇讲解孕期的护
理。“从饮食以及生活规律等
各个方面告诉孕妇该如何调
节。”滕怀兰说。

为提高自然分娩率，产科
还开展了温馨产房、导乐陪伴
分娩等服务。“现在生孩子对
正规医院来说都很简单，怎样
提高服务水平，保证让孩子和
家长都健健康康的才是最终
目的。”滕怀兰说。

让每个孩子都健健康康是滕怀兰最大的满足。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齐鲁医院日照分院产科主任滕怀兰已经在产科岗位上工作了 31 年，从当初的一个小姑
娘到现在一个科室的带头人，滕怀兰介绍，最主要的就是要站在产妇的角度，多替她们着想。
虽然苦、累，但滕怀兰告诉记者，每当怀里抱着小宝宝的时候，所有的苦累都烟消云散。为让孕
妇自然顺产，她们科室现在还开展了孕妇学校，从开始怀孕就可以前来听课。

本报记者 彭彦伟


	R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