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囊潮湿 一喷就好
阴囊潮湿并非肾虚所致，而是附睾丸炎引

发睾丸管溃烂、精液渗透所以潮湿，不及时冶

疗将逐渐失去男性功能，引起瘙痒、湿疹、疥

疮、臊臭、神经性皮炎、丘疹、红肿、股癣等疾

病，让男人苦不堪言。

由中科院健康权威专家研制的男性阴囊

潮湿专用药[呵呋呢]男性清爽液，能在一分钟

内使有效成分渗透达到病灶，使症状消失，三

天就能破坏病菌的生存环境，阻断病菌的营养

供应，使病菌萎缩死亡，同时能从细微之处调

节皮肤微循环，恢复表皮细胞的新陈代谢，激

活基因免疫细胞，一个月病症完全消失，防止

复发。让你不打针，不吃药就能达到消除你难

言之隐。市县免费送货。

地址：烟台金康大药房(北马路汽车站对面)

咨询电话：0535-638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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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打打开开门门，，火火苗苗扑扑她她一一个个跟跟头头
海阳一村民家疑因经济纠纷遭人纵火，幸好无人员伤亡

是否构成放火

罪还待定

针对此事，记者采访了山东鼎
然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修渤。李修渤
介绍，“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
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事件中犯罪嫌疑人主观泼助燃物
品焚烧他人房屋，虽然火势被及时
控制并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
产损失，但是其主观的纵火行为是
否已经危害到公共安全是判定嫌
疑人是否构成放火罪的关键，嫌疑
人最起码已经触犯了我国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需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一十
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放毒
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
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其实这个事件中，嫌疑人由
于对方欠自己的钱而采取了放火
威胁的方式，这是不合法也是相当
冲动的，嫌疑人可以通过正当的法
律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一时
的冲动让本来的有理变成无理，甚
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李修渤说。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蒋大伟) 11月29日晚上8

点40分左右，海阳市留格庄镇
小寨子村的一平房木门突然
起火，女主人开门查看情况，
没想到火苗直接蹿上身，随后
跌倒在地，邻居赶来帮忙将火
扑灭。邻居家的监控正好记录
了三名年轻小伙放火的全过
程。目前，当地警方已经立案
调查取证。

“当时我们家里的灯都亮
着，我和老伴正在整理地里收
的菠菜，准备明天去集市上卖
了换点零花钱，当时我老伴正
好去院里找东西，突然发现门
外闪起了火光。”户主于先生
说。

“当时开门后，火苗就往
身上扑，吓得我跌倒在地，后
脑勺被摔得现在还头痛，我丈
夫赶快将我的外套脱了下来，
外套上已经烧了几个大洞，我
们俩今年都60多岁了，没想到
会遇到这样的事，本来我血压
就高，现在心里还发慌，身体
不自主地颤抖。”女主人诉说
了当时的遭遇。

据了解，由于发现及时，
于先生和邻居赶忙用扫帚和
水将火扑灭，“当时发现得早，
木门旁边就是家里存放柴火
的棚子，要是半夜被点上火，
估计大火还不知道能烧成什
么样子。”提起当晚的事情，于
先生至今有些后怕。

由于邻居家安装了监控，
正好记录下着火的一幕，于先
生和家人通过查看邻居家的
监控视频，了解了着火的全过
程。

记者从当事人录取的监控
中发现，当晚8点40分左右，三名
年轻男子出现在监控视频中，
在事发地附近查看了一会儿发
现没人后，进入于先生家的胡
同里。不一会儿又出来了，三个
人一番推诿后，一名男子走向
前，点燃了于先生家的木门。从
视频中可以看出，当时火光是
爆发状的，显然嫌疑人向木门
泼洒了助燃物，这一点得到了
户主于先生的证实。

经于先生的女儿辨认，
监控视频中的一名男子正是
栖霞桃村的朋友唐先生。“今

年3月份的时候，我开了一家
店铺，嫌疑人入股借给我5万
元，没想到店铺后来赔了，我
自己的钱也都赔了进去，后
来他就向我要钱，我解释说
现在确实没钱，为了要钱，事
发前些时间他还和朋友去我
家威胁我父母，没想到他做

出这样的事情。”于先生的女
儿说。

12月1日，于先生向当地警
方报案，海阳市大幸家边防派
出所的民警已经立案调查，并
将相关的监控资料和证据带
走，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排查和
处理中。

加快岳里变电站

110千伏配出工程进度

本 报 讯 ( 通 讯 员
赵冬 ) 1 1月3 0日，

莱州市供电公司组织
施工人员加快 2 2 0千

伏岳里变电站 1 1 0千
伏 配 出 工 程 施 工 进
度。等到全部工程建
成后，岳里变电站将

满足莱州市南部和西
南部负荷增长需要，
加 强 和 改 善 电 网 结
构。

律师说法

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王冠中 记者 苑菲
菲) 11月10日，莱州一名身价
千万的机械厂老板被人用铁
棍杀死在办公室内。死者妻子
头部遭重创，且受害人的保险
柜被人偷走。案发后，莱州警
方经过18天的追查破获此案，3

名嫌疑人在青岛和潍坊等地
被成功抓获。

11月11日凌晨零点10分
左右，110指挥中心报警电话
急促响起，莱州市土山镇某
机械厂的一名男子报警称老
板徐某某被人杀死在工厂的
办公室，还有一人重伤昏迷。

案发后，莱州市公安局长郭
善海亲自带领办案民警连夜
奔赴现场，并迅速投入到现
场勘查中。

经了解，死者是莱州市
土山镇寨徐某机械厂的老板
徐某某，重伤的是死者的妻
子，现场死者和伤者被人捆
绑。

经法医初步鉴定，死者是
被人用钝器连续击打头部，导
致颅骨多处骨折造成死亡，身
上并有多处拳打脚踢的伤痕；
死者的妻子头部也遭过重创，
案发后已送到人民医院抢救。
此外，受害人的保险柜不翼而

飞，内有1000多万的承兑汇票，
部分存折、存单、银行卡以及2

万多元现金。
民警综合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和传统走访调查相结合
的方式，辗转青岛、潍坊、烟台
多地，经过18天夜以继日不间
断侦查，准确掌握了犯罪嫌疑
人的活动地点。

11月28日下午5点左右，民
警兵分三路，分别在青岛城阳
区一商场内将犯罪嫌疑人徐
某京抓获，在潍坊城区将犯罪
嫌疑人崔某军、姚某坤抓获。

经过初步审问，犯罪嫌疑
人交代，因为借贷纠纷对受害

人怀恨在心，经过精心预谋和
策划，11月10日18时左右，趁厂
内无人值守，来到受害人工厂
内将受害人捆绑。之后，三人对
受害人拳打脚踢并用铁棍多次
敲击受害人头部，致其死亡。

受害人妻子听到惨叫声，
推门进来，犯罪嫌疑人顺势又
用铁棍对其妻子的头部连续
击打，致其昏死过去。案发后，
3名嫌疑人将死者的保险柜抬
上早已准备好的三轮摩托车，
逃之夭夭。

经抢救，死者的妻子无生
命危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莱莱州州千千万万富富翁翁办办公公室室内内遇遇害害
保险柜被人偷走，目前三名嫌疑人已经落网

经历了前几天的低温，12

月2日，天气晴朗，稍有回温，
落叶量减少。为了减少麻烦，
一名环卫工人在环山路路西
侧用长棍子敲打道旁树，把树
叶打下来集中清扫。
本报记者 韩逸 摄影报道

敲敲敲敲树树树树震震震震叶叶叶叶

于先生的妻子被大火扑倒，当时穿的衣服上被烧了几个大
洞。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摄

乘客腹痛难忍

军民联手施救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孙健 通讯员 凌海燕) 12月

1日，一位市民乘坐9路公交车时突
然腹痛难忍，在公交车驾驶员与车
上一名军人的帮助下，乘客得到及
时救治。

1日中午12点左右，一位50岁
左右的男子从黄务小区站点乘上9

路公交车，投币时，该车驾驶员刘
涛发现男子脸色蜡黄，并闻到一股
浓重的白酒味，刘涛动员其他乘客
给男子让了个座位。

男子坐下后，刘涛觉得不放
心，一路上十分留意乘客的动向。
当车行驶到姜家疃附近时，刘涛发
现该乘客满脸是汗，双手捂着肚
子，疼得直哼哼。刘涛立即靠边停
车，拉上手刹，走到乘客身边询问
情况，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位年轻军
人也走上前来帮忙。

“我们当时要拨打120，但被那
位乘客拒绝了。他说自己有药，休
息一会就行。”刘涛说，当时乘客态
度很坚决，他只好再次发动车子朝
终点驶去。

此时车上仅剩这位乘客和上
前帮忙的军人，后来刘涛了解到，
这位军人本应在莱山机场下车，为
了看护腹痛的乘客，他便随车一同
来到场站。

车子进场站后，乘客疼得不敢
动弹。刘涛果断拨打了120，9路车
队长于波也来到车上。十几分钟
后，救护车赶到东陌堂场站，急救
医生经检查初步怀疑是胃穿孔。于
波、刘涛以及那位热心的军人一起
协助医生将乘客从公交车抬到了
救护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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