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菜农农手手推推车车，，一一去去不不复复返返
一市民买菜后借菜农手推车回家，可菜钱没给车也不还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姗姗 ) 8日，牟平区一
位菜农肖师傅向本报反映，6

日他在阳光绿洲小区南门卖
白菜时，一位穿黄色羽绒服的
女士因身上带的钱不够，就跟
肖师傅借了手推车先把白菜
推回家，说一会儿把小车和菜
钱一块送来。可是两天过去
了，仍不见这位女士来送。

肖师傅告诉记者，他家在
牟平区观水镇，家里种了几亩

白菜。“我每次卖菜都带着一
辆独轮手推车，方便买菜多的
顾客把菜运回家。”6日下午，
肖师傅来到阳光绿洲小区南
门卖白菜。6点15分，一位穿着
黄色羽绒服，40岁左右的女士
来到肖师傅的摊前买了13棵
白菜，一共85元钱。

肖师傅说，这位女士称就
住在阳光绿洲小区，身上只有
60多元钱，商量说先借用手推
车把白菜送回家，一会儿就把

菜钱和手推车送来。“平时卖
菜经常有顾客借用手推车，很
快就还回来了。我也没多想，
就让那位大姐推走了。”

当天晚上，肖师傅不顾寒
冷，一直等到9点半左右，可是
推走手推车的女士一直没有
出现。7日上午，肖师傅又来到
阳光绿洲南门卖白菜。“我一
直等到晚上7点多，那位大姐
还是没来。”当天下午，肖师傅
在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到小

区物业调取了监控。虽然监控
中可以看到买菜的女士，但是
无法查到她的具体住址。

肖师傅说，这辆手推车
是花150多元买的，是他的心
爱之物，没有它卖菜很不方
便。“虽然小车不值钱，但毕
竟是自己家的东西。我从牟
平跑到市里卖菜也不容易，
希望那位大姐尽快把小车还
给 我 。”肖师傅的联系方式：
13054548661。

公安抓获“镊子党”

专偷钱包和手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张伟光 ) 9

月，招远市张星镇的多名居民报警
称，在赶大集时丢了手机跟钱包，
民警在走访中发现嫌疑人可能是
开车作案。5日，被走访的一位居民
报警称又发现这辆车，在民警蹲守
下，嫌疑人被当场抓获，从他身上
搜出作案工具长镊子一枚。

5日恰逢招远市张星镇的大
集，有居民拨打招远市公安局110

指挥中心报案称，在集市附近发现
一辆车，跟民警之前走访时提到的
车很像。原来9月时，不少当地居民
在赶大集时丢了手机和钱包。民警
调查发现嫌疑人可能是开着一辆
小奥拓作案的。但对方行踪不定，
嫌疑人一直没有找到。

很快，派出所民警赶到轿车附
近蹲守。当天中午，将一名东北口
音的男子当场抓获，从他身上搜出
长镊子一枚，这正是男子一直用的
作案工具，另外还有几个手机。据
悉，除招远外，男子还驾驶着自己
的奥拓车在龙口等地作案。目前，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包丢公交车上

热心司机帮找到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孙健 通讯员 许鸿梅 ) 6日

下午，一威海老汉来烟台寻找走失
的老伴，却不慎将随身携带的旅行
包忘在了公交车上，好在公交司机
和调度们热心帮忙，旅行包最终完
璧归赵。

6日下午1点20分，一位老汉急
匆匆地来到46路锦绣新城终点站
调度室，原来，老汉下车后将随身
携带的旅行包忘在了公交车上。在
得到工作人员否定的答复后，老汉
又打车到另一终点站烟台山站点
寻找，但仍没找到，无奈之下老汉
拨打110报了警。

下午3点半，46路鲁FV5726车
驾驶员张文清驶入锦绣新城公交
场站，在收拾卫生时，她发现驾驶
座后的座位旁有个旅行包，她立即
上交路队长帮助查找失主。路队长
打开包一看，里面有现金若干、手
机、身份证、衣服等物品。根据手机
上的电话，路队长与失主的儿子取
得了联系。得知老人家在威海，6日
来烟台寻找走失的妻子，现在他儿
子也联系不上他。

就在这时，刚进站的一位驾驶
员说老汉还在烟台山终点查找丢
失的包，众人立即与烟台山终点的
调度取得联系，找到了老人。拿着
失而复得的包，老人连声道谢。

独独居居老老人人取取暖暖，，炉炉火火引引燃燃被被子子
房子、财物受损严重，所幸人没大事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7日晚8点左右，
芝罘区幸福十六村内一民房着
火。着火房子属于一位八旬的
独居老大爷，老人点炉子取暖
时，被子掉到旁边的炉子上，引
燃了屋内的杂物，最终烧了老
人的房子。好在老人只是手上
被烫了几个水泡，人没有大碍。

7日晚8点左右，位于幸福
十六村铁路一侧的民房着了
火。着火民房一带都是拆迁房，
起火地点位于最里侧。虽然有
人立刻拨打119，但由于村里道
路较窄，消防车进不去，消防人
员只能从远处铺设了5条干线
水带到着火的民房前灭火。

据悉，房子住的是位80岁
的老大爷，子女都不在身边，老
人平时以收废品为生。在老人
居住的院子里堆积了大量的木

材和收来的废品，消防人员赶
到时全都起火了，老人自己搭
建的三间房子也烧塌了一间。

很快消防人员发现了另个
着火点——— 老人用来养殖牲畜
和堆放杂物的一个涵洞，可涵
洞被两个大铁门锁住，伴随着
火光传出的还有鸡、鸭、羊的惨
叫声。

正当涵洞内的火苗快要熄
灭的时候，里面突然又火光四
射。这时老人对消防人员说，涵
洞中还有一辆摩托车，可能是
剩余的汽油被引燃了。再三确
认里面没有其他易燃易爆物品
后，消防人员将铁门打开进入
涵洞。里面除了老人的杂物之
外，还有两个空油桶，那辆摩托
车也被烧成了空架子。

据老人介绍，房子没有供
暖，他一直烧炉子取暖。没想到

盖的被子掉到了旁边的炉子
上，火瞬间就烧了起来，幸亏他
跑了出来，只是手上被烧出几
个水泡。

老人说，他的手机、钱和钥

匙都在房子里没来得及拿出
来，消防人员按照老人的提示
在烧塌的房间内翻找，却因火
势太大，已经什么都找不到了。

奖励线索人杜先生20元

老老汉汉醉醉酒酒连连跌跌跟跟头头，，躺躺路路上上险险被被车车轧轧
幸亏市民及时拦住出租车才没造成事故，老汉已被送往医院

本报热线 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 8日下午，
塔山市场一名5 0多岁的老汉
醉酒后神志不清，不断跌跟
头，之后躺在马路上。突然一
辆出租车驶来，因天色较暗，
一热心市民迅速示意并拦住
出 租 车 ，老 汉 才 没 被 轧 。随
后，警察赶到将老汉拖到路
边，最后醉酒老汉被1 2 0救护
车救走。

8日下午4点，一位50多岁
的老汉喝多酒后在塔山市场
附近不断跌跟头。记者赶到
现场时，老汉正坐在地上，衣
服很脏，神情恍惚，嘴边有很
多血，眼角也因跌倒出血，而

且一言不发。
老汉喝酒的快餐店老板

称，老汉到餐馆要了一盘饺
子和一瓶酒，饺子吃完酒喝
了一半就要走。“我不知道他
来的时候喝过酒，不然我就
不给他酒了。”老板说，老汉
喝了半斤酒，出去后就摔了。

下午4点4 0分，老汉跌跌
撞撞往塔山市场西边走，跌
倒后滚到了马路上。许多热
心市民过来关心老汉，还有
市民拨打了1 1 0报警。正当大
家在路边想办法怎么帮助老
汉时，一辆出租车突然自东
往西驶来，因天色较暗，幸亏
一位热心市民及时拦住并双

手推住出租车，出租车立刻
紧急刹车，老汉才没被轧。

“实在太危险了，如果不
是 这 个 小 伙 子 迅 速 示 意 司
机，并拦住车，这个老汉一根
胳膊或一条腿估计是没了。”
旁边的市民不停地感叹，但
热 心 的 小 伙 子 并 未 透 露 姓
名。

随后3名警察赶到，将老
汉扶起拖到路边醒酒，并拨
打 1 2 0。据警察介绍，老汉是
民工，可能是莱阳人，从塔山
市场的餐馆喝完酒没付钱出
来。下午5点，毓璜顶医院1 2 0

救护车将老汉拉往医院。
奖励线索人宋女士30元

易燃的杂物太多，着火的房屋火光冲天。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①幸亏热心市民及时提醒，出租车刹车及时，老汉才没被碾压。
②警察将醉酒老汉扶起。 本报记者 张倩倩 摄

②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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