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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撞人逃逸

热心人记下牌号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 11月13日下午3点左

右，在幸福振华广场附近，一辆白
色吉普车在路口将正在过马路的
女子撞倒，吉普车在路口停顿几秒
后向西逃逸。随后，一辆奔驰车去
追撞人的吉普车。市民梁先生在路
口目睹了这一过程，并记下了吉普
车的车牌号。

记者从市交警二大队了解到，
当时路口有清晰的监控录像，拍下
了撞人车辆的车牌号，加上热心市
民提供的线索，交警很快就能找到
撞人车辆，也希望车辆的车主或当
时的驾驶员看到报道后立即去市
交警二大队自首。

请梁先生领取线索费20元。

““他他捡捡的的不不是是钱钱而而是是条条人人命命””
医院保洁员捡两万多元现金，苦等失主不动心

无证驾驶摩托车

冲卡撞伤交警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王文立) 11

月12日上午，招远市公安局交警四
中队在玲珑镇开展电动车交通违
法行为整治工作，一名骑摩托车的
男子无证驾驶强行冲卡，将正在执
勤的交警林某撞伤。11月13日，肇
事男子刘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
警方刑拘。

驾驶员刘某说，他知道自己无
证驾驶已报废的摩托车，害怕被罚
款，所以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趁交
警不备冲卡逃走。

木材厂起大火

消防7小时扑灭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史海量) 11

月11日凌晨，栖霞市臧家庄镇店子
观村一木材加工厂突起大火，现场
浓烟滚滚，火焰冲天。18名消防官
兵经过7个多小时奋战，将大火扑
灭，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国道上捡头小猪

急寻失主来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家住福山区回里镇的钱

先生在204国道边上开了一家汽车
维修店，近日，他在店里干活的时
候，看到公路上有一头黑白相间
的小猪在车流中穿梭，他怕小猪
被车撞了，就和店里的伙计一起
把小猪抓了起来。钱先生本以为
失主会很快找回来，可是他们等
了几天也没有人回来找，钱先生
怕失主着急，想通过本报找寻失
主。

钱先生说，这不是普通的猪，
像是小香猪，一打听这头小猪值
1000元左右。他们分析可能是小猪
在运输的过程中掉了出来，才会
在公路上的。

“我们把小猪吃了也没有什
么意思，这么贵的猪，反而让人家
失主着急。”钱先生说，他很想找
到小猪的主人，将小猪还回去。希
望通过本报寻找一下失主。但是
钱先生也说了，来领猪可以，但是
不能冒领，去了以后要能说出这
头小猪大概的体型和花色，如果
说对了就将小猪奉还。

“光棍节”仨小伙酒后疯闹

一人右耳被咬伤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宋佳 通讯员 戴宁 )
11月11日晚，开发区3个光棍为
庆祝“光棍节”，把酒言欢，谁料
醉酒后疯闹，其中一人右耳被
咬伤，送医治疗后注射狂犬疫
苗。

12日凌晨1点左右，开发区
医院急诊科接到120急救车送
来的3名醉酒青年。“其中一人
右耳被咬伤，鲜血直流，右肩的

衣服上全是血。”开发区医院急
诊医护人员说。

据了解，11月11日晚，正在
开发区一大型企业实习的同一
寝室的3名男生，聚在一起过

“光棍节”，饮酒狂欢。谁知酒喝
多后，开始疯闹，其中一人右耳
被咬伤。

开发区医院医生为伤者清
创并缝合，治疗后注射了狂犬
疫苗。

窗下面就是成片建筑垃圾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晶 ) “窗下面就是
成片的建筑垃圾！”近日，中
拓假日广场小区业主致电本
报热线反映，小区门口附近
总堆着成片的建筑垃圾，很
影响居住环境。

11月12日，记者在现场看
到：小区并不直接连着大路，
在小区通向大路中间还有一
条小路，建筑垃圾就是沿着
这条小路的右侧堆了十多米
长。

未用完的沙子水泥、拆
卸或切割下来的建材、未用
完的保温材料……很多垃圾
堆在一起，刮风的时候，这些
垃圾随风乱飘，尘土飞扬。

小路左侧就是居民楼，
住户的窗户正好对着垃圾。
一名业主说，街道办半个月

前就说落实处理，但是到现
在也没有任何结果，建筑垃
圾的味道也很大，都不能开
窗。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
门 口 堆 的 建 筑 垃 圾 有 小 区
的，也有附近九开家居城的，
现 在 的 小 区 业 主 装 修 比 较
多，一家一家地清理太费事，
基本一个月清理一次，但是
现在小区里有的地方还在施
工，等施工结束后一起让环
卫部门清理。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
建筑垃圾，擅自设立弃置场
受纳建筑垃圾，由城市人民
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以罚款。

799元一件男式西装

她搭在胳膊上就偷走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 张女士在芝罘区
世茂百货卖衣服，近日她在清
点货物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件
新品羊毛西服，她思来想去都
觉得这件衣服并没有卖出去。
她查看了商场的监控录像，这
才发现，这件799元的西服是被
一名女子给顺走了。

从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出，
那名女子一开始是到张女士的

摊位上看衣服，并拿起这件西
服来问价格，然后就放下了，又
开始翻看其他的衣服。这时，有
别的客人问张女士价格，她就
过去招呼别的客人了。那名女
子还是不紧不慢地在看衣服，
然后就很自然地将这件西装搭
在了胳膊上。后来，那名女子离
开了张女士的店铺，胳膊上搭
着那件西装，像是拿自己的衣
服一样。

在别人怂恿下吸毒

吸后思想压力大去自首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于飞) 牟平区的孙某
在牟平一工地打工，因为干的
是体力活，下班后经常跟朋友
抱怨太累，朋友就告诉他吸毒
可以解乏。近日，他在朋友的
怂恿下尝试了一次，然而吸毒
后，他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
因思想压力太大，熬不住去派
出所自首了。

11月13日早，一名30多岁
的男子神色慌张地跑进系山
边防派出所，进门就喊：“求求
你们别再追我了，我来自首
了！”听他说得前言不搭后语，
民警也蒙了。

原来，这名男子姓孙，在
牟平一工地打工，最近在朋友
的怂恿下吸了点毒。一开始他
也不敢尝试，“我知道毒品这
东西不能沾，要不然犯法”，可
后来没经得住怂恿，就吸了一
点。

不过吸完后，孙某不但没
感觉到轻松，反而更煎熬了。
他时常做梦梦见警察在到处
抓他，白天干活的时候心里也
很害怕，整天提心吊胆。最后
实在熬不住就自首了，主动要
求民警处理他。

鉴于孙某是自首的，民警
对他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近日，滨洲医学
院烟台附属医院的保洁员刘
永祥下班时，捡到一个装有两
万多元现金的手提包，在原地
等待一个多小时后，没有等来
失主，便将钱包交给值班保安。
就在他下班离开后十几分钟，
失主找了过来。她感动地说：

“他捡的不是钱，而是一条人
命！”因为这些钱是治病的钱。

刘永祥今年60岁，是牟平
区人。近日，他下班去车棚赶
车回家时，意外发现自己电动
车后座上放着一个黑色人造
革包。当时他想，准是病人家
属带的饭放在这里忘拿了。可
他打开包一看傻眼了，包里装
着很多百元钞票。

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病
人的救命钱，必须马上找到失
主。可他瞧瞧四周无人，就在
那里等了起来，直到天完全黑
了下来，也不见有人找来。因
为家中有事，他就将包交给了
值班保安刘师傅。

十几分钟后，一名瘦高个
中年妇女急匆匆向车棚跑去，
只见她惊慌失措地找了一圈
后，又哭着向外跑去。见此情
景，刘师傅喊住了她，了解之
后才得知是她丢的钱包，并将
钱包还给了她。

原来这名失主是拿着钱
来医院给家人治病的，没想到
粗心将包落在了车棚里。当刘
师傅告诉她，是保洁员刘永祥
捡的钱包时，她激动地说要谢
谢刘永祥：“他捡的不是钱，而
是一条人命。”

消息传开后，不少人夸刘
永祥拾金不昧。刘永祥所在的
海德康桥物业也对他提出了表
扬。一名熟悉刘永祥情况的员
工透露，刘永祥的家境并不宽
裕，2007年他跟人合伙做生意，
一下赔了30多万元。这些年来，
他省吃俭用，拼命挣钱还账。打
扫卫生时，有个矿泉水瓶啥的，
他都收拾起来卖钱。在这种贫
困的情况下，面对巨款他还能
不动心，真是不容易。

中拓假日广场小区门前建筑垃圾成片。 本报记者 张晶 摄

刘永祥捡到两万多元现金不为所动。图为刘永祥在打扫卫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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