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元冤冤枉枉钱钱，，是是被被熟熟人人宰宰！！
消协：“熟人”关系买东西也要索取有效凭证

本报定陶3月2日讯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马剑 宋娜 )

外地智障女 8年流浪到定陶
孟海镇，2月2 8日，定陶民警将
其送到市救助站，等待家人认
领。

2月28日18时30分，定陶县
公安局孟海派出接到群众报警
称，辖区许楼至苗古店路段有
一女子迷路，回不了家。该派出
所指导员台祥锋马上带领民警
迅速出警，在现场发现，一名40

多岁的女子提着行李袋，很无
助地站在路上，周围不少市民
围观。

民警上前询问该女子身份信
息，该女子支支吾吾说不清从哪
里来，话语杂乱无章，前言不搭后
语，只称不认识回家的路了。发觉
沟通困难后，民警只好先将其带
回派出所，让其写出家乡的居住
地址，调查了解到，该女子名叫李
宗芬，家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
凤仪乡。

通过警综平台，民警几经周
折终于联系到该女子所在村的村
支部书记，得知该女子有智障，已
在外流浪8年。因天色已晚，民警
只好先将该女子送到市救助站，
等待其家人认领。

流浪8年至定陶

救助站里等家人

本报东明3月
2日讯 (记者 董
梦婕 通讯员
朱殿立 ) 通过熟

人买装修材料，非但
没捞到便宜，还多花了

2000多元冤枉钱，由于当时没索
要发票等凭证，又使维权陷入困
难。消协提醒，“熟人”关系也要
把握分寸，避免被“宰熟”。

最近，东明县的刘先生想对
刚买的新房装修，由于在装修方

面是外行,刘先生的妻子便找了个
熟人帮忙。这位熟人先是帮助刘
先生联系了一个装修队，并建议
刘先生自己购买材料，又称自己
有卖装修材料的朋友，可以帮忙
购买质量好、价格低的装修材料，
刘先生十分感激。

2月21日，刘先生与朋友一
起来到某装饰材料经营部，购买
了8500多元的装修材料。27日下
午，刘先生趁买钉子的机会，拿
着所购买的材料清单，顺便到装

饰材料市场问问价，看看熟人到
底帮自己省了多少钱。这一打听
吓了刘先生一大跳，刘先生发现
购买材料的价格普遍比市场价
格高出近三分之一。比如一种同
品牌、同型号的合页，市场价格
为8元一对，自己买的是11元。仔
细比较发现，8500多元购买的装
修材料，市场价还不到6500元。

觉得很吃亏的刘先生，遂找
到当时卖给他材料的经销商讨
说法。经销商称自己的材料质量

好价格肯定高,否认“宰熟”。万般
无奈之下，刘先生来到东明县消
协讨要说法。

东明县消协工作人员在调
解过程中，经销商一口否认曾卖
给刘先生装修材料，而刘先生当
初因为是通过熟人买的装修材
料，没有索要发票及其他有效凭
证，刘先生有口难辩，调解陷入
僵局。

“我们每年都会接到多起关
于房屋装修方面的投诉，像刘先

生遇到的这种利用熟人关系，虚
高价格或销售劣质商品，从而谋
取更高利润的行为，俗称‘宰
熟’。”东明县消协工作人员表
示，即使是“熟人”介绍购买东西
也要索取有效凭证；同时，消费
者在购买商品时最好货比三家，
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另外，“熟
人”关系也要把握分寸，不要盲
从，消费时最好签订一份协议，
以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给维
权带来不便。

本报定陶3月2日讯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孔伟 王

哲) 突感胸口不适，定陶一名
80岁老人在定陶县人民医院就
诊时突发心肌梗死，经过县医
院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终于将
老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2月27日13:55分，定陶县
马集镇80多岁的老人王某在女
儿的陪同下，到定陶县人民医
院门诊楼三楼就诊，不料刚走
到诊室门口，就突然昏倒在地。
经医生诊断，老人意识丧失，呼

吸、心跳停止，“猝死！”
抢救争分夺秒，定陶县人

民医院原副院长、返聘专家刘
传民发现后，就地对老人进行
心肺复苏术的同时，紧急呼叫
人员。此时正是医院人员上班
时间段，听到呼救的医护人员
纷纷赶来，急诊科值班人员闻
讯也马上携带抢救设备、药品
火速赶到。在现场，医护人员轮
流对老人进行持续胸外心脏按
压，现场给予吸氧，共同和死神
赛跑。

14:00，心电图检查显示，
老人有了微弱的心跳，这让所
有医护人员看到了希望。此时
手术室人员正巧赶到现场，马
上对老人进行了气管插管通
气，并注射药物。

14:10，老人的呼吸、心跳
逐渐恢复，散大的瞳孔逐渐缩
小，恢复意识，参加抢救的人
员终于松了口气，医务人员们
马上用担架将老人送往重症
监护病房诊治。在重症监护
科，老人猝死原因被确认为突

发心肌梗死。
整个抢救过程中，所有参

与人员都争分夺秒，全力以赴，
赢得前来就诊的市民广泛赞
誉。目前病人已脱离危险，正进
一步观察。

定陶县人民医院提醒市民，
当身体不舒服时应及早就医，尤
其是老年人，疾病拖不得等不
得。若遇到这种猝死情况，应立
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在现
场轮流行心肺复苏术，为专业人
员进一步抢救赢得时间。

8旬老汉就诊时心脏骤停，医护人员及时抢救挽回老人生命

分分钟钟，，从从死死神神手手中中““夺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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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本报菏泽3月2日讯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冯子智 )

两位盲人夜班步行回家时，
被疾驰的小轿车撞伤，原本就
不富裕的两人花费了大额医药
费。最终在菏泽法援中心的帮
助下，经法院调解，俩人分别获
得赔偿6万余元、3万余元。近
日，赔偿款已全部到位。

2013年7月30日23时许，公
某驾驶一辆鲁R30***号奥迪
牌小型轿车，沿菏泽市和平路
由北向南行驶时，与刚从一盲
人按摩店下夜班回来的盲人张
某、刘某相撞，致两人受伤，撞

人轿车损坏，公某弃车逃逸。经
菏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
区大队对事故作出处理，认定
公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某、
刘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两人被送到
菏泽市中医医院接受治疗，经
医生诊断，张某伤势较为严重，
颅脑外伤、脑挫裂伤、皮下血
肿、颅骨骨折等，住院69天，支
付住院费52720 . 42元；刘某诊
断为头外伤、脑震荡、头皮裂
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等，
住 院 7 0 天 ，支 付 医 疗 费
20693 . 52元。

据了解，张某、刘某皆为
盲人，残疾等级1级，在市区一
家盲人按摩店做些零工，家庭
条件十分贫困。“我住院的费
用都是家人跟亲戚借的，不知
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债。”张
某说。

2013年9月29日，在万般无
奈之下,张某、刘某来到来到菏
泽法援中心,请求为其提供法
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认为申
请人的情况符合法律援助。

经法院审理，鲁R30***号
奥迪牌小型轿车登记车主为张
某某，公某与张某某系夫妻关

系，该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
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险和30万元第三责任险，本
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内。后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赔偿协议：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菏泽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险限额范围内
分别赔偿张某、刘某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等共计21230元、
16100元；公某分别支付张某、
刘某医疗费、鉴定费等费用
40695元、15900元。近日,赔偿
款已到位。

夜夜班班后后回回家家，，被被疾疾驰驰轿轿车车撞撞伤伤
法援相助，俩盲人获赔 万余元

医护人员对老人紧急抢救。 通讯员 孔伟 王哲 摄

本报郓城3月2日讯 (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王荣花 ) 近
日，郓城县张鲁集乡三李庄村村
民宋某万万没想到家店里的两台

“老虎机”，竟给自己招来治安拘
留十日。对此，宋某懊悔不已，称
自己吃了不懂法的亏。

近期，为严厉打击“黄赌毒”
违法犯罪，郓城县公安局张鲁集
派出所精心组织，周密布署，在辖
区内开展拉网式排查。2月28日，
该所民警在排查过程中，在辖区
三李庄村的一手机店内当场查扣

“老虎机”两台。
经查，2014年1月份以来，宋

某在其经营的手机店内摆放赌
博机两台，供他人玩投币“游
戏”，从中获利。当派出所民警告
知其行为已经违反《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七十条之规定，涉嫌为
赌博提供条件时，他本人才恍然
大悟，懊悔自己吃了不学法不懂
法的亏。

宋某在懊悔自己不懂法的同
时，也感激公安机关及时制止了
自己的违法行为，给自己上了一
堂法制教育课。然而法不容情，其
行为已构成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违
法事实，符合从重处罚情节，被依
法处以十日治安拘留并处1000元
罚款，被扣押的“老虎机”全部被
收缴并销毁。

店里藏“老虎机”

换拘留十日

22000000

99

1155


	P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