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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故事汇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张晓明) 10日上午9点

左右，一辆厢式货车在335省道上行
驶，超车时与前车发生刮擦，不慎冲
入5米的深沟。经过8名消防官兵的
施救，司机被救出后抬出深沟。

10月10日上午8点58分，日照市
公安消防支队海曲路中队接到119

指挥中心出动指令，位于日照市区
335省道黄山与鲁南监狱丁字路口
交叉处发生车祸。一辆货车冲入路
边 5 米深的沟渠，车上 1 人受伤被
困。接到报警后，海曲路消防中队立
即出动一辆救援车 8 名消防官兵，
火速赶往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上午9时22分，中队官兵赶到事
故现场。一辆大货车停在路边，车头
左侧有明显被刮蹭的痕迹，车上无
人员被困。一辆运奶的小型厢式货
车侧翻在路边沟渠中，车头变形，被
困男子被卡到驾驶室内无法动弹。

指挥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展开
救援，将救援人员分成两组。一组负
责破拆进行救人，二组负责警戒并
对厢式货车进行固定，防止二次事
故发生。由于车门严重变形、空间狭
小，救援人员无法进入驾驶室进行
救援，救援人员立即对驾驶室进行
破拆，并对被困人员进行心理疏导，
安慰被困人员。经过3分钟的紧张破
拆，阻碍被清理，救人组上前将被困
人员救出，然后移交医务人员送往
医院进行救治。据介绍，该男子只是
腰部和腿部受到撞击，所幸并没有
重大创伤。

经了解，此次事故是由于运奶
厢式货车超车时刮蹭到一边行驶的
货车，慌乱中方向盘失准，侧翻进入
路边沟渠。事故发生具体原因，交警
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超车时发生刮蹭
货车冲入5米深沟

急急！！1177 本本房房产产证证落落在在公公交交站站牌牌
同三高速工作人员捡到后等来失主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彭
彦伟 通讯员 李伟波 邹
倩) 10日上午11点左右，同三
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人员刘琳
等公交车时在站牌处捡到一文
件袋，打开一看里边竟然有17

本房产证。她在公交站牌等待
多时，终于将物品还给失主。

事情发生在10月10日上午
11点左右，刚值完夜班的刘琳
坐公交车到日照市建委站下车
时，突然看到候车亭座椅上有
个白色文件袋。“当时候车亭里
没有人，感觉应该是有人落在
这里了。”刘琳说。

刘琳打开文件袋试图找到
失主的联系方式，结果里边的
东西让刘琳大吃一惊，文件袋
内装有17本房产证以及一些购
房发票等证件。当时由于她还
有别的重要事情，拿着文件袋
便走了。

12点30分左右，刘琳处理
完事情后，继续考虑该如何寻
找失主。

随后，刘琳再次来到公交
站牌处，她抱着文件袋站在候
车厅里等待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有人前来问她是不是捡到一
个文件袋。

原来，当日上午，某房产公
司的职员的刘女士携带小区17

名业主的房产证、身份证复印
件、购房发票等证件到房管局
办理相关业务，在站牌等公交
时将文件袋随手放在候车椅
上。公交车到站后，由于着急上
车，竟忘了放在一边的文件袋。
丢了文件袋的刘女士浑然不
觉，直到回到家才发现文件袋
不见踪影。焦急万分的刘女士
这才想起文件袋还在公交站牌
处，匆忙回去寻找。

10 月 13 日上午，市民刘女

士专程赶到同三高速公路日照
北收费站将一面写有“拾金不
昧、品德高尚”的锦旗送到收费

员刘琳手中，感谢她捡到房产
证等贵重物品及时归还的高尚
行为。

刘女士向同三高速公路日照北收费站工作人员赠送锦旗。
本报通讯员 李伟波 摄

女女童童身身体体划划痕痕疑疑被被小小伙伙伴伴抠抠伤伤所所致致
家长网上发帖指责幼儿园，园方称对方侵权已起诉

>>家长

为女儿睡前洗澡

发现下体有划痕

10 月 5 日，日照某论坛一
市民发布的一则“某幼儿园祸
害孩子”的帖子引起了很多网
友的热烈讨论。帖子中提到，3

岁女童下体私密处有划伤，家
长向幼儿园讨说法，但幼儿园
却推卸责任。

10 月 13 日，记者联系上
了发帖者。该网友王玲(化名)

正是帖子中提到的受伤 3 岁
女童的妈妈。

王玲告诉记者，发现女儿
受伤是 9 月 29 日晚 10 点多。
当天下午 5 点 30 分，她到位
于海曲路某小区内的幼儿园
将女儿丁丁(化名)接回家。回
家后，王玲并没有发现女儿有

异常。但是当晚 10 点多，王女
士给女儿洗澡时却发现女儿
的下体私密处有划伤，并有血
水流出。

“当时我直接吓懵了，很
多种可怕的猜想在脑子里打
转。”王女士说，当时她第一个
念头就是马上带孩子去医院
检查。当晚她赶紧给孩子在幼
儿园的老师打电话，并要求老
师跟她一起带着孩子去医院
检查。

很快，王女士带着孩子和
幼儿园的老师来到了日照市
人民医院。在王女士出具的医
院当晚的诊疗记录上，医生称
女童的尿道口有明显划痕，局
部黏膜破损，初步诊断为泌尿
道感染。

在医院内，王女士询问女
儿下体的伤是如何而来时，刚
开始女童只是沉默不语，后来

便支支吾吾说是她在上厕所
时，同班的男孩“强强”(化名)

用手指抠伤的。
听到女儿的这一说法，王

女士说她当时的心情真是伤
痛到了极点。9 月 30 日一早，
王女士的丈夫来到幼儿园要
求见见那名男孩和他的家长，
并向幼儿园讨要说法。

“幼儿园的园长称此事跟
他们无关，也不让我们见那名
男孩。”王女士说，“出于愤怒，
她便于 10 月 5 日将该事发到
了网上。”

>>园方

女童有尿频尿急毛病

多是自己挠痒抓伤

10 月 13 日，记者联系上
了该幼儿园一名杨姓园长。面
对记者，杨园长对女童家长的
说法并不认同。

杨园长告诉记者，不管是
孩子上厕所、吃饭、睡觉，都有
老师跟着。幼儿园里也有监
控，虽然说厕所没有安装监
控，但通过查看其他监控并没
发现丁丁独自上厕所的情况。

杨园长称，丁丁爱骑自行
车，且在幼儿园时有尿频尿急

的毛病，肯定是自己瘙痒后抓
伤所致。

对于幼儿园的这一说法，
王女士坚称女儿根本就没有
尿频尿急的毛病。

杨园长还告诉记者，对于
王女士在网上随便散布“虚假
信息”污蔑学校的做法，他们
已经请律师对女童家长进行
了起诉。

>>律师

如家长无证据

已涉嫌侵权

就此，记者咨询了山东舜
铭律师事务所的王洪涛律师。

王洪涛告诉记者，孩子在
幼儿园就学，幼儿园就对孩子
的安全负有监管责任。如果家
长确实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孩
子就是在幼儿园上学时受伤，
则幼儿园对此事就应该负有
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是如果家
长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私自将不能确定的信息发布
到网上，则家长已经在名誉上
对幼儿园涉嫌侵权。

对于这种情况，他建议最
好双方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
起进行协商解决。

本报记者 徐艳

3 岁女童下体有划伤，在家长的询问下，女童称是同班一名男童
在其上厕所时抠其下体所致。家长向幼儿园讨说法，却得到了幼儿园
的拒绝。于是，女童的家长遂在网上发帖指责幼儿园推卸责任。

针对女童家长的这一做法，幼儿园方面称其为公开诽谤，并称
以涉嫌名誉侵权已将起诉女童家长。

本报 10 月 13 日讯(记者
李玉涛 ) 12 日上午，长信

书香河畔首届健康长跑活动
正式启动，30 余位长跑爱好
者参加了此次活动，均顺利跑
完全程。最终有 6 人通过抽
奖，获得了数码相机、数码礼
品套装和加湿器等奖品。

12 日上午八点多，记者来
到长信书香河畔售楼处，此时
已有众多报名者在售楼处大厅
等待活动开始，并穿上了主办
方提供的红色文化衫，跃跃欲
试。

上午 8 点半，健康长跑活
动正式开始，30 余人在工作人
员的引领下出发。一路上，大家
沿香店河两岸景观道你追我
赶，既欣赏到了沿途风景的美
丽风光，也锻炼了身体。

今年 55 岁的王先生和妻
子一起参加了此次长跑。虽然

年龄比其他参与者略大，但跑
起步来，一点不输给年轻人。

“我是单位的长跑能手，
单位组织 3000 米长跑，我 10

多分钟就跑完了。”王先生说。
“他平时喜欢运动，平均两三
天就会出去跑一次步，今天没
什么事，他就把我拉来了。”一
旁的妻子徐女士说。

据了解，王先生此前从报
纸上看到了健康长跑的消息，
12 日上午不到八点就带着妻
子来到了书香河畔售楼处。

“要不是等着她，你们这些小
年轻都不是我的对手。”王先
生笑着说。

所有参与者均跑完了全
程，都获得了抽奖机会。最终
有 6 名幸运参与者获得了数
码相机、数码礼品套装和加湿
器等奖品。所有参与者均获赠
一个印有自己照片的马克杯。

活动结束后，在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一行人又来到了长
信书香河畔施工现场参观。多
辆挖掘机和工程车正在施工
作业。据介绍，该项目 9 月份
已经动工，目前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地面清障和挖槽工作。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山东

长信集团主办，旨在进一步提
高居民身体素质，推动日照全
民健身事业的深入开展，回馈
业主支持。

3300余余人人热热情情参参与与长长信信健健康康跑跑
既锻炼身体，又欣赏香店河美景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邢宪
蕊) 10月8日，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
组织17支彩虹党员服务队，为三秋生
产服务，对服务区内重要线路、配电
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消缺。

本报10月13日讯 (通讯员 温
英杰) 近日，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
组织专业人员，针对该公司车辆定
点停放、公车私用情况进行检查，
杜绝出现违反车辆管理的现象。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邢
宪蕊) 近日，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
加速配网整改力度，通过全面隐患
排查，有针对性的进行整治措施，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提升设备健康
可靠运行水平。

本报10月13日讯 (通讯员 邢
宪蕊 ) 10月9日晚，国网莱西市供
电公司新一期青年干部培训班上，
内训师采用案例式教学方式，通过
身边大量真实触电案例，让安全施
工、安全用电入心入脑。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邢宪
蕊) 10月10日上午，国网莱西市供电
公司党员服务队来到各施工工地，
为农民工朋友们发放了安全宣传手
册，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提醒他们
注重安全施工，确保人身安全。

比赛结束后，参与者进行抽奖。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摄
安全宣传进工地

开展案例式教学

加速配网整改

规范车辆管理

彩虹服务护秋收

消防官兵成功将被困者救出。
本报通讯员 张作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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