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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最现场

我我在在地地里里挖挖出出2200多多块块““恐恐龙龙化化石石””
新泰博物馆工作人员：不像是化石，应该是远古某种大型动物的牙齿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闫超) 新泰羊
流镇一村民挖水管时挖到20多块
骨头，怀疑是恐龙牙齿化石。后经
新泰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鉴别，不是
恐龙化石，应该是远古时代某种大
型动物的牙齿。

3月11日下午，新泰一村民在
贴吧发帖，称在羊流河南岸出土恐
龙牙齿化石，有嫌疑求鉴定，后面
还附了两张照片，照片上有四块类
似骨头的东西，每个长约四五厘
米。发帖人和先生告诉记者，他家
在原来的羊流河古河道南岸，这些

骨头是他去年五月份挖自来水管
时，从地里挖出来的。最初发现时，
这些骨头并列排在一起，就像一组
牙齿一样，先挖出来4块，后来又挖
出来20多块。

“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
西，就放在铁盒子里保存。最近几
天拿出来，发现已经开始风化，不
少地方出现脱落。”和先生说，后
来，他从网上搜了搜，发现这些骨
头和恐龙牙齿化石有点类似，怀疑
挖到的是恐龙化石，所以想找专家
鉴定一下。

12日上午，在记者陪同下，和

先生带着“化石”来到新泰市博物
馆。博物馆工作人员仔细查看了这
些“化石”。工作人员说，他们不是
专业研究化石的，但发现和先生带
来的东西属于骨头，还没到化石的
程度，真正的化石是很硬，不会出
现风化脱落的情况。新泰地区有很
多化石点，但大都在山体，特别是
在石灰岩地带出现化石。这些骨头
应该是远古时代某种大型动物的
牙齿。如果想了解具体是什么动物
的牙齿，最好能找研究化石的专家
鉴定一下。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王伟强 ) 11日中午，新泰一男

子在自动取款机取钱时，突然癫
痫病发作摔在地上昏迷。好心市
民立即拨打了120，银行工作人员
掐他人中施救。后来，男子被及时
送到医院，转危为安。

12日中午，记者来到新泰市
府前大街中国工商银行营业大
厅。大堂经理李海泉还在值班，回
忆起昨天中午发生的事情，他依
然历历在目。他说，昨天中午大概
12点多，他正在大厅西面值班，突
然听到“砰”的一声，发现东面自
动取款机旁边，一男子倒在地上。
他赶紧跑了过去，发现男子倒在

地上全身抽搐，喊他也没有回应。
当时大厅内的市民都站了起来，
惊慌失措地看着男子，还有一位
热心市民拨打了急救电话。“我突
然想起，以前有个同学曾经犯过
癫痫病，就是这种症状。担心男子
有生命危险，我赶紧使劲掐住他
的人中施救。”李海泉说，过了一
会，男子不再抽搐了，但脑子还不
清醒，就一个劲和他说话，让他别
再昏迷过去。

记者调取当天的监控录像发
现，11日中午12点多，男子来到银
行自动取款机前，刚把卡插进去，
他的头突然转向一侧，然后在取
款机附近转圈，后来突然摔倒在

地上，拳头紧握，双腿不断地抖
动，表情看上去非常痛苦。后来一
名银行工作人员跑了过来，蹲在
男子旁边，掐住晕倒男子的人中
进行救治。旁边还站着一位市民。

“当时还有位市民把取款机入口
处的银行卡取了出来，交到了我
的手上，说是晕倒的男子的卡。”
李海泉说，他询问男子得知这张
卡确实是他的，就把卡塞到了他
的身上。后来救护车赶到，把他拉
到医院去了。

新泰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
说，男子是癫痫突然发作，没啥大
碍，昨天打完吊瓶后，就回去了，
也没留下联系方式。

本报泰安3月12日讯
(记者 赵苏炜) 11日晚，
泰山火车站安检口发现一
名乘客可疑，在他衣服口
袋内查获530 . 5克冰毒。目
前，嫌疑人已送到济南铁
路公安处刑事拘留。

12日晚上，泰山站安
检口李继莲值班，忽然发
现一名男性乘客行为反
常，似乎上衣口袋放着一
些东西，特别谨慎。李继莲
手持金属探测仪对嫌疑人
检查，发现他口袋里有个
黑塑料袋，里面有胶囊样
的东西。安检员让嫌疑人
掏出口袋中的黑塑料袋，

“打开袋子，发现里面
有类似狗粮状的东西，颜
色发黑，凭着职业的敏感

认定这些是毒品。”安检员
说。

经过询问和检查，安
检员又从嫌疑人裤子口袋
发现一些类似冰毒的东
西。最终，嫌疑人承认运送
冰毒的事实，对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最后，安检员查获冰
毒 5 袋 ( 每 袋 1 0 0 0 粒，重
1 0 6 . 1 克 ) ，冰 毒 共 计 重
530 . 5克。经查该嫌疑人是
山东省沂源县人，用身份
证购买车票，在民警审查
时还曾冒用过其哥户口信
息，被民警识破。12日上午
犯罪嫌疑人被送往济南铁
路公安处，目前，警方正在
迅速审理此案，追踪毒品
源头。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者
邢志彬) 一位市民家多年不用的
一个咸菜缸里，竟长出一块很像肉
的物体，已经养了三年。他怀疑是
民间说的“太岁”，山农大菌类专业
老师说无法确定是什么东西。

12日上午，家住龙潭路南段的
李先生拨打本报热线说，家里咸菜
缸里有个不知是什么东西的生物，
希望能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先生拿
出一个半米来高的咸菜缸，缸口直
径10厘米左右，疑似“太岁”的东
西，比缸口大拿不出来。

用手电筒照一下可以看到，缸
里泡着一块像肉一样的东西，有

“肉皮”，有“脂肪”，摸上去也像肉，
很有弹性和韧性。“肉皮”的地方像
海蜇皮，有一些皱褶，用手撕下来
一点，透明，没有什么气味。这物体
整体像一个大蘑菇，最宽的地方直
径20多厘米，最细的地方和杯子口
差不多。

李先生说，这个咸菜缸闲置十
多年了，三年前拿出来准备用，发
现缸里有这个东西，不如现在大，
但也拿不出来。那时是干的，他倒
进水去也拿不出来，就这样养起
来，三年来长大了一些。他也请几
个朋友来看过，有人猜测是传说中
的“太岁”。

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菌物资源与利用专业老师孟丽说，
以前也有人拿来类似的样品让他
们鉴定，但这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

“太岁”，他们也不能确定。

咸咸菜菜缸缸闲闲1100年年长长出出块块““肉肉””
整体像朵大蘑菇，市民怀疑是“太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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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状物体。 本报记者 邢志彬 摄

村民和先生拿着出土的“化石”。 本报记者 王伟强 摄

本报泰安3月12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李强) 11日，宁阳一女子
开车撞倒前面正常行驶的
电动车，致电动车驾驶员
张某多处骨折，原因竟是
轿车驾驶员错把油门当成
了刹车。

11日下午三点，宁阳
县七贤路十字路口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
将前面正常行驶的电动
车撞倒，致电动车车主张
某全身多处骨折。接到报
警后，事故处理民警赶到
出事路口，发现轿车和电
动车都是由西向东顺行，
并没有交通违法行为，但
却造成如此严重后果，让
人不解。

肇事车辆驾驶员是一
名年轻的女性王某，通过
交警询问，王某道出实情：
她当时车速并不快，通过
路口后，想把车停在路边
一个商店门口买东西，看

到前面有骑电动车的，王
某想踩刹车停住，但右脚
却一下踏在油门上，轿车
猛的一下冲了出去，将张
某撞倒。

通过进一步调查，民
警发现王某刚拿到驾驶证
才一个月。王某说，虽然有
了驾驶证，但一上路就紧
张，尤其遇到情况更是手
忙脚乱，才造成如此严重
后果。“两个人速度都不
快，而且是顺向行驶，按道
理不应该发生事故，错就
错在女司机新手上路紧
张，错踩了油门。”民警说。

宁阳交警称，女性驾
驶员开车时更容易分神，
想的比较多，在反映速度
上不如男性驾驶员。建议
新手上路前在空旷路段多
练习练习，等熟练以后再
到人多的地方开车。也希
望驾校在对女性驾驶员培
训中，多多训练，加强培
训。

刹车踩成油门
女子撞伤骑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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