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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棵棵樱樱桃桃树树被被锯锯,,损损失失上上万万元元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老人持残疾军人证

半价坐车被拒载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 近日，海阳一62岁老

人向本报反映，他拿着自己的残疾
军人证，从徐家店乘坐去莱阳的汽
车时，被司机拒绝。记者从莱阳中
心汽车站了解到，当时司机无法判
断残疾军人证是否是真的，所以才
拒载。

近日，海阳的老人于先生从徐
家店一处路边上车，想去莱阳，上
车后便出示自己的残疾军人证，但
司机看了一眼证件后，称不能判断
证件的真伪，不卖给他半价票，接
着赶他下车。

“从徐家店到莱阳一共10块
钱，半价是5块钱，但他不让我乘
车。”于先生很是气愤，自己虽有残
疾军人证，但多次遇到乘车买半价
被拒绝的情况，每次他都会跟司机
争执半天。他告诉记者，他在部队
当兵时，身体受伤，而且很严重，属
于五级伤残，部队为他办了残疾军
人证。

于先生将该汽车的车牌号记
录了下来。

9日，记者联系到莱阳中心汽
车站，工作人员根据记者提供的车
牌号，称这辆车是专跑莱烟线的，
当时司机无法判断证件真伪，所以
没有给乘客半价。

该工作人员建议说，持残疾军
人证等证件的乘客最好去车站买
票，而且还有优先购票的优待。

同事胳膊受了伤

无证代驾反帮倒忙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全福 姚微)
8日，因外出办公，烟台一公司的

驾驶员胳膊不小心受伤了，一起同
行但没有驾驶证的同事姜某“帮
忙”将车开回去时被市交警一大队
民警查获，姜某也因此受到罚款
1000元，拘留10天的的处罚。而受
伤的驾驶员明知同事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却将车交由对方驾驶，也
将面临相应的处罚。

8日15时20分许，市交警一大
队民警在滨海景区东口查纠车辆。
当 民 警 示 意 一 辆 车 牌 号 为 鲁
YWK8××的瑞风牌面包车停车
接受检查时，这辆车非但没有停
车，反而加大油门向前冲去。最后
民警拦住了这辆车。

“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行
驶证。”民警说。“我驾驶证没带。”
车内驾驶员似乎有些慌张，然后拿
出了一本行驶证。经民警一查，该
男子姜某属于无证驾驶。

这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中年
男子对民警说，“他确实没有驾驶
证，我们去给客户装空调时，去的
时候是我开的，装空调的时候我把
胳膊给挤了，没法开车了，就让他
临时替一下。”

民警随后出具了行政强制措
施凭证，将这辆车暂扣，将姜某和
中年男子带回市交警一大队进行
进一步调查处理。

姜某因无证驾驶机动车受到
行政拘留十日，罚款1000元的处
罚。而中年男子明知姜某未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却将机动车交由姜某
驾驶，也将面临相应的处罚。

据了解，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
驾驶资格的人驾驶同样属于交通
违法行为，目前该名中年男子的违
法行为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 7日，莱山区何
家屯的何玉文发现自家果园的
14棵樱桃树遭人砍断，损失上
万元。这对于摆弄了一辈子樱
桃树的62岁何玉文来说，痛心
不已。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
查。

7日，何家屯村突然停电
了，何玉文没事干，就去自家
果园里看看樱桃树，结果发现
果园里的樱桃树倒了一大片，
每棵都是从根部附近被锯断
的。

9日记者来到何玉文家的
樱桃园，14棵樱桃树静静地躺
在地上。据何玉文介绍，这些都
是六七年的老树，都是美早品
种，正值产量最高、口味最甜的

时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惨
遭毒手。

根据以往的收成，美早每
斤 2 0元，每棵树大约能卖七
八百元，这 1 4棵樱桃树一年
的损失大约就有一万多元，
但将来的收入比这还要多。
何 玉 文 一 家 都 以 种 樱 桃 为
生，用他自己的话，这些樱桃
树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所
以他特别心疼。

“都是给锯断的，都活不了
了。”何玉文一般每两三天来果
园看看樱桃树，在发现樱桃树
被砍的前两天，他没有来果园，
所以他推测果树应该是7日前
两天被人砍的。

几位村民告诉记者，何玉
文在村里很老实本分，也没得

罪过谁，不过前不久何玉文弟
弟家刚被人砸了门窗，一家人
心情很低落。

8日何玉文报了警，警察到
果园里调查情况，并做了笔录，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坐坐““霸霸王王车车””耍耍威威风风，，原原来来是是““瘾瘾君君子子””
出租车司机报警求助，二人又叫板警察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姜佳
利) 两名“瘾君子”吸毒后打车，

不说明目的地也不给钱，出租司

机只好报警求助。面对民警，二人

又借着吸毒的兴奋劲儿与民警

叫板。目前，二人已被拘留。
8日晚上10时许，烟台开发

区巡警大队民警巡逻至天地广

场南侧时，一名出租车司机向
民警求助，车上的两名乘客打
车不给钱。司机告诉民警，车上
两名乘客从芝罘区幸福打车，
一开始说到开发区西村，可把
二人送到了西村，他们又改口
说到别的地方，具体到哪却不
说明白，司机感觉不对劲，看见
警车就过来求助。

还没等民警询问，车上的
两名乘客就下车叫嚣“警察怎
么了，警察还能管着我打车
啊”。民警对二人依法盘查，两
名男子显得极不耐烦，称“随便
检查，查不出问题再说”。二人
说，司机没有送到地方才不给
钱，但至于目的地，二人却都说
不清楚。

经过查询，民警发现两名男
子都有吸毒前科，根据经验，民
警觉得这两人很可能是吸毒过
量导致亢奋。民警果断将二人带
至巡警大队接受调查，二人尿检
均呈阳性。二人交代，8日下午吸
毒后十分兴奋，就打算打霸王
车。目前两名吸毒嫌疑人已被开
发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老老人人晕晕倒倒路路边边
众众人人纷纷纷纷伸伸援援手手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孙
婷婷 许铧文) 3日下午，一
名65岁环卫工在街头突发羊
癫疯晕倒路边，盛泉派出所民
警与围观市民纷纷伸出援手。
由于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目前
老人已经康复出院。

3日下午1时许，莱山区南
塂村一名年迈的环卫工突然
晕倒在路边。不一会儿，老人
口吐白沫，双腿发抖，躺在地
上痛苦地挣扎。

村民杨玉宝和朋友正好

开车路过，看到衣着单薄的老
人躺在地上，杨玉宝和朋友立
即下车。“他犯羊癫疯了，得赶
紧救。”杨玉宝了解情况，就用
跟别人学来的方法，不断为老
人掐虎口等穴位。

在周围群众帮忙下，盛
泉派出所副所长王鹏和村里
的医生也很快赶到现场，派
出所民警又立即拨打了1 2 0

急救电话。5分钟后，老人被
送到光华医院治疗，由于救
治及时，老人目前已经康复
出院。

半半夜夜生生病病去去医医院院
好好心心的的哥哥不不收收费费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 8日夜里，鲁
东大学一名大一的学生突
发急性肠胃炎，老师和同学
一起打车送他去医院，到了
医院后，出租车司机说什么
也不肯收钱，这名热心的哥
说，平常肯定收钱，可是他
们送同学来看病，他就不收
钱。

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的学生小金说，8日半夜，
他们学院一名大一的学生突
发急性肠胃炎，于是他们几

个同学就一起帮忙，把生病
的同学往医院送。很快在学
校门口就拦下了一辆出租
车。

上车后，司机很快就把大
家送到了医院，可是给司机付
车费时，司机说什么也不肯收
钱，他说，平常肯定收钱，可是
他们是来送同学看病的，他就
不收钱了。不过，细心的小金
悄悄记下了这位司机的车牌
号，是鲁FT9800，他们想通过
本报表达一下对这位好心的
哥的感激之情。

宝宝贝贝去去哪哪儿儿了了，，妈妈妈妈一一键键便便知知
购定位手表手机，送小记者名额和全年齐鲁晚报一份

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闫丽君) 又快到年底了，妈
妈们开始准备忙年，而家里
的孩子谁来照看成为家长们
比较头疼的问题。为此，可远
程定位的“迪奥达”手表手机
厂家特别针对本报读者推出

“购一款定位手表手机赠送
本报小记者名额和全年齐鲁
晚报一份”的活动，该活动仅
限此月。

为此，深圳“迪奥达”生产
厂家，推出一款儿童专用的定
位手表手机。“这款手表手机
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远程定
位。”迪奥达烟台公司的银座

店店长张海霞告诉记者，该款
手表手机内置了GPS卫星定
位模块，只要在父母的手机里
或电脑上，安装一个定位APP

软件，一键就知道孩子所处的
位置。

“目前烟台市范围内都能
清晰定位到，定位精准度可达
5米以内。”张海霞告诉记者。

对于孩子来说，平时将手
表佩戴在手腕上，既能看时间
也能打电话，手表里安装一个
手机卡，想和家人说话了，只
要摁下一个通话按钮，就可以
接通至少三个亲人的电话。

如此简单易操作的手表
手机，一推出就受到了孩子们
的喜爱。时值本报正在招募
2015年齐鲁晚报小记者，迪奥
达公司特推出了“购买一部儿
童定位手表手机，可以免费获
得一个小记者的名额和2015

年全年齐鲁晚报一份。

何玉文望着被锯断的樱桃树痛心不已。 本报记者 张倩倩 摄

定位手表手机

条件：只要爱写作，喜社交的烟台市各中小学学生，你都可
以鼓足勇气，报名参加本报的选拔。

流程：携带一寸照片办理报名手续——— 准确填写报名信息
表——— 交费——— 颁发“齐鲁晚报校园通讯社记者证”——— 参加报
社举办的各类活动。

费用：180元=一个小记者名额+一份2015年全年齐鲁晚报一
份；480元=一部儿童定位手表手机+一个小记者名额+一份2015

年全年齐鲁晚报一份。
咨询电话：18660533332 闫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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