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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班班动动车车““重重票票””，，这这是是咋咋回回事事？？
原是一方买错了月份，上演了一场乌龙闹剧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张伟光) 货

车行驶途中掉落数万元的出口货
物，寻找无果后无奈向110求助，在
派出所与交警大队的协助下，18日
上午，失落的货物得以完璧归赵。

17日晚上10时许，货运司机曹师
傅从龙口运输一批需要出口的装卸
工具到江苏，途经招远市毕郭镇时，
二十箱工具从车上掉落。直到前行
了10多公里停车休息时，他才发现
货物已经遗失。曹师傅赶紧驾车沿
路寻找，只找回了6箱货物，无奈之
下曹师傅拨打了110求助民警。

随后派出所民警帮忙联系交
警大队，调看沿路监控。最终在交
警大队的帮助下联系到了捡到货
物的货车车主刘某。

18日上午，曹师傅给招远市局
110打回电话，称货物已经寻回，对
民警表示了感谢。

货物掉落被捡走

民警如数找回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18日上午，家住南山丽景花
园的李先生通过本报热线反映，半
夜家里突然停暖了，不知道什么时
候能恢复，供暖热线打不通，心里很
着急。

南山丽景花园小区居民李先
生说，早上起床后发现自己家里的
暖气不热了，事先也没有接到要停
暖的通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
恢复供暖，所以特别着急。“晚上都
被冻醒了，现在家里很冷。”居民孙
先生告诉记者。

对此，东昌供暖公司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晚上锅炉管道出现故
障，导致南山丽景花园和中铁·逸
都两个小区停暖，随后维修人员就
开始进行维修，到18日中午已经维
修好了，等到18日晚上居民家中的
温度就能恢复到供暖要求了。

暖气出故障

居民半夜被冻醒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宋佳 ) 拿着动
车票坐上了对应的车座，可过
了几站居然又有人拿着同样座
位号的车票上来了，这是怎么
回事？18日上午，在D6071次列
车上，几个人因为车票座位号
相同起了争议。原来是一方在
购票时买错了月份，才引起了
这场乌龙闹剧。

“你是不是坐错位置了，这
是我的座位。”18日上午，从济
南开往荣成方向的D6071次列
车停靠在潍坊站之后，进入3车
厢的两名中年人，对着坐在
02A和02B座位上的两名乘客
发出了疑问。这一问，也把在济

南站就已经上车的两名女士给
问晕了，“这是我们的座位号才
对。”

两名女士拿出他们的车票
亮给对方看，其中一位女士的
座位号是3车厢的02A座，另一
位女士的座位号是3车厢的02C

座，因为和别的乘客换了位置，
两人坐在了02A座和02B座挨
在了一起。在02C座上，还坐着
一位男士。

加上从潍坊站后上车的一
名乘客，这几位乘客对了一下
票发现，同是D6071次、同是3车
厢、同是02A座和02C座的票居
然都有两张。所有人都蒙了，日
期都是18日的，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
很快，其中一名乘客喊来

了乘务人员。乘务人员对了一
下乘客的车票和身份证后，也
很疑惑，认为可能其中有两名
乘客不小心买到了假票。就拿
走了车票去系统检查，看看座
位上对应的是哪两名乘客的名
字。

经过查验发现，假票倒
是不存在，竟是先前入座的
两名女士太粗心，拿着2月18

日该车次的票坐上了1月18日
的车，座位是属于另外两名
乘客的。已经入座的两名女
士尴尬地说，这是托同事帮
忙在网上购买的车票，拿到

车票后也没有细看，直接就
过来坐车了。

据乘务员介绍，由于这种
情况很少出现，一般大家都不
看车票上月份，只看看几日的
车和座次，当时她在检查票时
也犯了这种错误，而且在进站
检票时，检票人员很可能也犯
了这种错误。

因为车票已检，乘务人员
帮忙办理了改签，又领着两名
乘客去了后面的其他车厢寻找
空座，这场坐错座位的乌龙事
件才算是告一段落了。乘务人
员提醒乘客，在春运高峰期，网
购火车票时务必要注意，以免
买错车票。

车车牌牌后后放放磁磁铁铁

字字母母““YY””变变““BB””

近日，市交警二大队民警
在芝罘岛东路查获一起用磁
铁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当民
警将字母“B”从车牌上拿下
来后，露出了车牌上原本的字
母“Y”。

“车牌后面有块磁铁，能
吸住字母‘B’。”民警称，驾驶
员因使用变造的号牌，将受到
罚款2000元、扣驾驶证12分、
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
讯员 孙鹏 摄影报道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近日，牟平
区的宁先生在过马路时，被车
撞了一下，让宁先生意外的
是，撞人司机不仅不道歉，反
而下车打了他两拳。当车上另
外一人还要追着他打时，看到
街上有执勤的民警，司机开着
车就跑了。

近日傍晚，牟平区的宁先
生下班后路过牟平区供水公
司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当时
是绿灯，宁先生和不少刚放学

的学生从南向北一起过马路。
突然从路南拐过来一辆黑色
帕萨特轿车，撞了宁先生一
下。

宁先生说，他当时挺生气
的，这么多行人都在斑马线上
走，这辆轿车还不礼让行人。
虽然轿车及时刹车，宁先生被
撞得不严重，但他站在原地，
敲了敲车窗，希望司机能下车
道歉。

“结果司机从车上下来
后，二话不说朝我肩膀打了

两拳，接着副驾驶座位上下
来一个小伙子也要追着我
打。”宁先生说。

幸好当时街上有执勤的
警车，看到有人打架后，民警
就赶紧往事发现场赶去。可是
司机和打人的小伙立马上车，
开着车就跑了，民警追也没追
上。

宁先生随后跟着民警去
派出所做了笔录。据了解，这
辆黑色帕萨特是套牌车，目前
此事还在调查中。

开开车车撞撞人人，，不不道道歉歉反反而而动动手手打打人人
经调查，撞人的车为套牌车

免免费费送送礼礼品品，，邮邮费费你你来来付付
这是一场骗局；银行提醒，警惕“寄来的礼物”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近日，市民雷
先生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
电话，对方自称是银行工作人
员，电话中称，由于雷先生的
信用卡积分高，被认定为优质
客户，可以免费获得一份礼
品，但需要付100元邮费。所以
雷先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当
包裹寄来后才发现自己上当
了。

雷先生告诉记者，前几天
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
银行工作人员，对他的信息了
如指掌。对方说他的信用卡积
分高，已经被认定为优质客
户，可以免费为他提供一份礼
品。但是100元邮费需要雷先
生自己付，不过另外会给雷先
生邮寄一张100元的手机充值

卡作为补贴，雷先生一合计，
这样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就
答应了。

两天后雷先生收到了这
份礼品，他打开包裹，里面确
实有一张1 0 0元的手机充值
卡，还有一个3D眼镜和一个
无线接收器。可是当雷先生把
这个接收器插在电脑上时，随
即弹出了一个对话框，之后再
怎么点击就都没有反应了。雷
先生又仔细看了看这个接收
器，做工非常粗糙，轻轻一拔，
接收器就散架了。

之后，雷先生再看看包裹
上写的信息，才意识到自己可
能是被骗了。因为邮寄单位只
写了信用卡管理中心，邮寄地
址是北京创业湾区，没有详细
的信息。随后雷先生用包裹里

的那张充值卡给手机充值，可
是冲了好几次都不成功，一直
提示密码输入错误，这时雷先
生才确定自己确实是上当了。

“现在骗局很多，但是我
从来没有上过当，这次这事我
之前也琢磨过，怎么都想不出
他能骗我，就答应了，没想到
还真的掉进坑里了，现在的骗
局都太高明了。”雷先生说，他
并不是心疼这100块钱，就是
想通过自己的经历给大家提
个醒，以后不要再上类似的当
了。

随后，记者通过银行了解
到，现在银行并没有这样的活
动，如果有市民接到类似的电
话，不要泄露自己的银行卡信
息和个人信息，可以拨打官方
客服电话进行求证。

果舒食醋分为5度食醋和8度
食疗醋。它用苹果汁做为原料经二
次发酵酿造而成。不同于用醋精勾
兑而成的调味醋，果舒食醋不含有
任何防腐剂，其口感酸爽、略带果
香，并富含多种营养物质。人体健
康的状态，体液呈弱碱性，但由于
人们的饮食习惯、环境、心态及压
力等因素的影响使我们的身体往
往处于酸性的亚健康状态。果舒食
醋经过二次发酵，是一个口感呈酸
性，在人体内代谢后呈碱性的食用
醋，它有中和鱼、肉、蛋、米、面等呈
酸性食品的功能，并有利于它的各
种营养素的保存和促进钙的吸收。
能够有效改善人体酸性体质，使人

体呈健康的弱碱性。
网上广为流传的食疗配方一：

用8度苹果醋2两，鲜鸡蛋一枚，浸
泡1 . 5-2天，蛋壳软化后，用筷子戳
破搅匀，再放置一天即可。每天起
床舀两小汤匙醋蛋液加一小匙蜂
蜜和四小匙温开水调匀，空腹一次
服完，蛋膜最后一天咀嚼吞服。可
降血脂，防动脉硬化。

食疗方二：将同等份量的柠檬
汁、姜汁、蒜头汁、苹果醋各一杯放
入瓦煲，大火滚，小火慢煮，不要盖
锅盖，让水份蒸发，剩下约一半汁
液，加入适量蜜糖搅匀，冷却后放入
冰箱保鲜即可。每天起床后空腹服
用一汤匙。可净化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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