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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住住一一年年，，鲁鲁大大宿宿舍舍楼楼现现裂裂缝缝
校方回应称可能是赶工期所致，目前正准备修复

戴不锈钢戒指玩
15岁男孩手被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通讯
员 尹黎明 记者 苑菲菲) 手
上戴俩不锈钢戒指玩，却没想到被
戒指卡住手指取不下来了。莱州一
15岁男孩去医院取戒指，可医院也
没招，最终求助消防队。

6日下午4点左右，莱州一15岁
男孩手指被两个不锈钢的戒指牢
牢套住，无法取出。家长把他带到
医院，可面对戒指，医生也没有办
法。男孩的手已经红肿，若不取出，
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血液循环不
顺畅，发生危险。医生建议求助消
防官兵。

随后男孩在家长陪同下，来到
莱州消防大队云峰路中队求助。

经过勘察，该男孩左手中指被
戒指牢牢套死，由于戒指卡在手上
的时间过长，已经导致血液循环不
顺畅开始红肿。平时抢险救援常用
的液压钳、液压剪等大型工具，无
用武之地，只能使用小巧的工具实
施救援。

中队官兵找来角磨机，并制定
了细致的救援方案，一名老班长利
用角磨机实施切割。首先将牙签塞
进戒指与皮肤间的微小空隙，做好
隔离保护，另一战士扶着男孩的手
臂，为避免对男孩手指造成伤害，
有消防官兵在一旁淋水冷却切割
产生的高温。

10分钟后，戒指被切开一个缺
口，中队官兵利用尖嘴钳成功将戒
指取下。

火车站公交站点
两天盗窃十余起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福基 ) 3名

来自东北的男子，仅两天时间就在
火车站公交站点盗窃十余起。他们
专挑刚下火车的大学生下手，在挤
车门时伺机盗窃钱包、手机等财
物。芝罘公安分局站前派出所民警
经过蹲守，将3名盗窃嫌疑人抓获。

11月2日晚上，烟台某高校的
大学生小林刚下火车不久，就急匆
匆地跑到站前派出所。原来，就在
他挤上公交车掏钱包付公交费时，
发现钱包不见了。小林立即下车寻
找，却一无所获。

刚上公交车，钱包怎么就丢失
了？站前派出所民警说，像小林这
种情况并非个例，仅1日、2日两天，
他们就接到报案十多起，而且盗窃
的地点和手法都类似。民警介绍，
来报案的基本都是刚下火车的大
学生，而且都是在刚上车时发现钱
包和手机被人盗走。

站前派出所民警猜测，这很可
能是同一团伙趁上车拥挤时伺机盗
窃财物。民警立即在案发公交站点
蹲守，排查可疑人员，于11月3日将正
在实施盗窃的3名盗窃嫌疑人抓获。

据嫌疑人供述，他们均来自辽
宁省，10月底来到烟台，将人多拥
挤的火车站公交站点作为作案地
点，主要在大学生集中下车的傍晚
时分下手，盗窃得手后迅速逃离。

站前派出所民警介绍，根据调
查，3名嫌疑人2天时间共作案11

起，立案6起，目前三名嫌疑人均因
涉嫌盗窃被刑拘。

专业治疗 颈、腰椎病、骨关节病
顽固性头疼、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股骨头坏死等为中老年人常见

病、多发病、且顽固难治，患者饱受疾病折磨，四处求

医、疗效不佳。

烟台滨海医院疼痛科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臭

氧、射频等先进技术专业治疗以上疑难症，不开刀、

不住院、花钱少、疗效好、且无副作用，也许会使您收

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地 址：烟台观海路18号滨海医院三楼疼
痛科

交通路线：市内乘1、5、7、18、23、33、50、51、52、
53、62、73路车至滨海小区(后七夼)
站点下车即到

咨询电话：6193393 15553593809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王永军 李大鹏) “在牟
平又找了一天，依然没有消
息。”7日，革文的继父谭富永和
姐姐谭春玲在牟平寻找文哥，
仍是一无所获。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把他
留下。”7日上午8点，谭春玲接
到市民打来的电话，说是在牟
平商业大厦附近看到了疑似文
哥的男子。“那人戴帽子了吗，
手里拿着拐杖吗？”电话里，谭
春玲不停地和对方交流，并请
求对方上前仔细看看。当得知
这名男子会说话时，谭春玲失
望了。

最近，不少市民说在牟平
见到了疑似文哥的男子。7日上
午，谭春玲和谭富永再次来到

牟平。谭春玲说，一个热心市民
说在高新区看见了，又有一个
说在牟平看到了，但经过核实
和确认，这两人都不是革文。

“光在牟平就找了6天，基
本都找遍了。”谭春玲说，只要
接到消息，就第一时间赶过去。
7日下午，她和父亲拖着疲惫的
身体回到了民生街34号的家
中。

谭春玲告诉记者，现在她
和父亲也没有什么头绪。不仅
家人在找，烟台市民在找，在全
国各地也有不少市民一直关注
着文哥的消息。“现在就希望他
能早点回来。”谭春玲说，希望
弟弟早日回来，一家团圆。

革文家10年多都是不锁门
的。“母亲去世后就再也没锁过

门。”谭春玲说，2002年母亲因
病去世，此前经营一个小商店，
母亲离开后，小商店也不再经
营了。

“邻居都很友好，也常照顾
革文。”谭春玲说，革文走失后，
看到有人在家，邻居都会来坐
一会，陪谭富永聊上一会。

继继父父姐姐姐姐寻寻半半月月，，仍仍无无文文哥哥消消息息
光在牟平就找了6天，一有消息就立马赶过去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张晶 ) “开车来市场
买东西，进门就收 2块钱，这
合不合理？”近日市民反映，
开车进福山区城西农贸批发
市场要收2元钱，甚至有市民
称 只 要 在 市 场 门 口 停 一 下
车，就会有人过来收钱，不给
钱不让走。

7日中午，记者来到城西
农贸批发市场发现，门前竖
起一张停车收费的牌子，大
门中央坐着一名身穿保安服
的男子，拦停进入车辆要收
钱。记者观察了 1 0分钟，有 3

辆车交钱放行。
“我第一次来这买海货，

进门时要收 2块钱。”从栖霞
过来买海货的吴先生说，自
己主动索要收据，保安才勉
强给了一张单子。记者看到
单据上写着“城西农贸市场
卫生管理费贰元”，盖的是城

西农贸市场的印章。记者在
市场采访了几个车主，均表
示只要开车就得交2块钱，原
来收1块钱，后来涨了。

城西农贸批发市场有限
公司负责人曲晓东解释，收
的 2块钱主要是停车费和卫
生管理费，从2009年开办市场
以来就这样。

“市场内部包括门口还有
交警部门批的停车场。”曲先生
向记者出示了烟台公安局福山
分局交警大队批准的《烟台市
停车场使用证》以及福山区物
价局批准的《收费许可证》，记
者注意到两证均是2012年获批
的，收费许可证上的收费服务
标的是停车服务收费。

既然有合法手续，为什么
不用停车收费专用票据？曲先
生说，停车费和卫生管理费是
一起收的，不愿用停车收费票
据，所以一直使用自己的收据。

停车场是否有收费资质？
交警部门：证件是否过期还需要落实

农贸市场的停车场是否有
收费资质？福山交警部门的工
作人员称，对于福山区停车场
的问题，2013年前后的政策作
出一些变动，在新规中，《停车

场使用证》早在2013年年初就
过期了。而对于城西农贸市场
2012年获批的《停车场使用证》
是否有效，还需实地调查后再
作答复。

2元收费标准是否合理？
物价部门：进门就收费的行为不规范

车辆进门1次就收2块钱的
收费标准是否合理？福山区物
价局举报中心的工作人员赵先
生表示，物价部门的确批准了
农贸市场的停车收费项目，证
件将在2013年12月3日到期，但
一次性收取2元，的确有违规之

处。“福山区物价局对于停车收
费的标准是小型车白天每小时
1元，15分钟内停车不收费用。
进门就收费的行为不规范。”赵
先生说，“至于卫生管理费收取
是否符合规定，因为没有明确
规定，暂时还不能界定。”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杨薪薪 ) 建成投入使用
仅一年，墙体就出现裂缝，且多
处墙皮脱落。11月6日，一条名
为鲁东大学新建宿舍楼出现多
处裂痕的微博在网上传开，微
博附有宿舍内部照片。

6日下午，记者来到微博
中提到的学苑南3号宿舍楼，
这栋楼是新建的，于2012年下
半年开始使用。“搬过来半年
多了，来的时候就发现宿舍
有些墙皮脱落。”学生小王告
诉记者。

记者来到宿舍，查看了几
个宿舍发现，墙皮出现不同程
度脱落，部分区域脱落面积较
大，其中脱落的墙皮主要分布
在侧墙，屋顶基本未见脱落痕
迹。在某些宿舍中，墙体也出现
了长长的裂缝。“开始以为就我
们宿舍是这样，但后来才知道，
这是个普遍现象。”宿舍楼一学
生说。

据观察，墙皮脱落和裂缝
现象，在处于阴面的宿舍比阳
面的更严重。在阴面一间宿舍，
从地面算起，墙皮已脱落近一

米的高度，“都不敢把鞋放到墙
根，生怕墙皮掉在鞋里。”一学
生说。

据了解，多数学生并不担
心宿舍的安全问题，关心的多
是墙皮脱落引发的实际问题，

“每当墙皮脱落，我们就告诉宿
舍管理员，前几天还去做了记
录，宿舍管理员答应尽快来
修。”一学生说，宿舍已修补过2

次，但还是有墙皮往下掉。也有
些学生反映，多次找宿舍管理
员，但一直还未见修补。

据学生介绍，其他宿舍楼
并未出现这种情况。仅仅投入
使用一年，为何会这样呢？对
此，有学生推测是偷工减料导
致质量下降。

记者联系到校方，鲁东大
学宣传科谭老师介绍，经核实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是
赶工期导致宿舍楼出现质量上
的问题，但主要是由墙体未干
引起，这也是阴面宿舍更严重
的原因。”谭老师表示，这不会
引发安全问题，“目前校方已组
织了专门的维修队，准备对墙
体进行修复”。

农农贸贸市市场场收收““门门票票””，，11辆辆车车22元元
市场负责人称，收的是停车费和卫生管理费

全城寻找文哥追踪

一些宿舍的墙已经开始裂缝。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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