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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心心藏藏钱钱自自难难寻寻 皆皆因因分分毛毛是是辛辛苦苦
济宁来威的老环卫工张大爷三道保险藏1700元，10天后自己找不着了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柳凌飞) 环卫工
张大爷把1700元钱珍藏起来，
十天后，他想不起来，以为丢
了。民警帮忙查找，在他租房内
的柜子中找到一只鞋，在鞋内
找到一只袜子，袜子里包裹着
1700元钱。

68岁的张大爷是一名环卫

工人，济宁人，暂时租住经区崮
山镇某村。3月11日傍晚，张大
爷 要 回 老 家 ，他 此 时 攒 下 了
1700元钱。为保存好这笔辛苦
钱，他先把这1700元钱塞进一
只袜子，又把袜子塞进一只鞋
里，最后把鞋放进衣柜。如此三
道“保险”，张大爷安心启程。

6天后，张大爷返回威海上

班，当天未想起来找钱。2 1日
晚，张大爷想带钱去张村镇的
儿子家，他打开衣柜，发现藏在
鞋里的1700元钱不见了。翻找
许久仍未见，张大爷一下子慌
了，以为租房招了贼，老人此后
几天寝食难安。后来，张大爷把
丢钱一事告诉了儿子，又到崮
山边防派出所报警。

根据张大爷的讲述，民警
判断老人可能记性不好，忘了
藏钱的地方。于是，民警跟着张
大爷来到租房，把柜子里的鞋
子全搬到院里，挨只寻找。最
终，民警在一只鞋里发现一只
鼓鼓的袜子，打开袜子，内藏一
纸包，纸包内卷着一沓钱。经清
点，这一沓钱正好是1700元。

千里寻职

却进“鼠窝”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辛浩琳 ) 4月1日14时
许，一小伙报警称自己被骗进传
销窝点。

李某介绍，他老家是贵州的，
一直无业在家。找工作期间，认识
网友隋某，隋某自称在威海工作，
待遇环境都不错，希望李某考虑
来威发展。聊天中，隋某称和李某
的弟弟认识，李某相信了对方。

3月31日，李某坐车到文登，
隋某接站又安排住宿，承诺第二
天参观公司。第二天，李某到所谓
公司，一进房间就觉得“办公室”
与隋某之前承诺的差太远，进而
发现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李某想离开，隋某等人拿走
了他的行李。李某改称买东西才
出来报警，并打车到龙山派出所
报警。出于安全考虑，民警驾车将
李某送上长途汽车离开文登。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孔冰) 日前，荣成
发起致敬“马路天使”的暖心接
力行动，交通警察和环卫工人持
爱心卡可到指定商家享受暖心
福利或暖心接待。

为感谢交通警察和环卫工
人对维护交通秩序和保护城市
环境的默默付出，近日，荣成团
市委、“中国荣成”微信自媒体平
台联合发起致敬最可爱的“马路
天使”暖心接力行动。行动发出
后，20余家商家踊跃报名，纷纷
献上对“马路天使”的一分关怀。

3日上午，荣成团市委、“中
国荣成”微信自媒体平台的负责
人来到了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将200余张爱心卡送到了民
警手中。据悉，交通警察凭爱心
卡即可享受指定商家提供的免
费擦鞋服务、提供的免费豆浆、
提供的免费理发等20余项暖心
福利或暖心接待。

下一步，活动举办方还将逐
步扩展暖心服务内容，为“马路
天使”提供更多更好的暖心服
务。

致致敬敬““马马路路天天使使””环环卫卫工工和和交交警警
荣成20余商家承诺为他们免费擦鞋、免费理发等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张付寿 ) 5日中
午，在威海石岛东南海域，两艘
货轮发生碰撞，其中一艘货轮
破损进水，船上14人弃船登上
救生筏，全被海事部救起。

5日12点10分，在威海石岛
东南约18海里处，马绍尔群岛
籍货轮“MARIA G.O”轮与中
国籍货轮“仰恩1”轮发生碰撞。

经核实，事故造成“仰恩1”轮破
损进水，船上14人弃船并全部
登上救生筏。

得知险情后，威海海事局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果断采
取应急措施，要求“仰恩1”轮船
员穿好救生衣，立即开展自救。
同时，海事局联系附近的“中惠
66”轮到现场对“仰恩1”轮进行
救助，并联系专业救助船“北海

救116”、“北海救201”轮立即赶
往现场进行救助。此外，海事局
还及时发布口头航行警告，协
调并提醒过往船舶注意安全。

13时20分，“中惠66”轮将
“仰恩1”轮上的14名船员全部
安全救起。15点10分，“北海救
201”将船员从“中惠66”接下，1
个半小时后成功将船员送上
岸。在两条拖轮的拖带下，“仰

恩1”轮也赶往石岛港锚地。当
夜，“MARIA G.O”轮、“仰恩1”
轮已在石岛港锚地抛锚。

据悉，“MARIA G.O”轮本
航次是从天津驶往连云港，“仰
恩1”轮本航次是从宁波驶往烟
台。

目前，海事部门正采取进
一步的应对措施，并就事故原
因进行调查。

两两轮轮相相撞撞，，一一艘艘破破损损，，1144名名船船员员全全获获救救
事发石岛附近海域，受损的是中国籍货轮“仰恩1”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宋超 ) 男子赵某
酒后路过经区一饭店，进门谩骂
并推搡服务员。民警到现场时，他
又试图挥拳殴打民警。3日，因寻
衅滋事，赵某被行政拘留5日。

2日20时许，一陌生男子进经
区某饭店，见人就谩骂。饭店老板
一看是个醉汉，让他赶紧离开，男
子不离开，仍站在店内骂个不停。
饭店服务员林女士一边劝说，一
边用手往外推男子，男子不甘示
弱反推搡起林女士。

为避免发生意外，饭店工作
人员报警。沟北边防派出所民警
赶到，醉酒男子仍在谩骂。见到民

警，他走出饭店，站在警车旁开始
谩骂民警。骂着骂着，男子情绪开
始激动，突然朝民警挥起了拳头，
民警及时躲开。

之后，民警合力将醉酒男子
制服，带回派出所。到了派出所，
醉酒男子继续“亢奋”，指着值班
民警骂个不停。经查，男子赵某是
黑龙江人，暂住环翠区。鉴于赵某
醉酒，民警当晚，联系到他的家人
将其带回。

3日，民警传唤赵某。酒醒后
的赵某直言“断片”，完全不记得
前一晚发生的事，只记得当天中
午和晚上喝了两顿酒，至于晚上
怎么走到经区那一家饭店，为何

要无端骂人并欲打人，一概没有
印象。民警拿出事发当晚的执法
视频，赵某懊悔不已。因寻衅滋
事，赵某被行政拘留5日。

又讯 (记者 孙丽娟 通讯
员 郭晓辉) 船员吴某耍酒疯，
先睡在别人车上，后又打砸网吧
大门、骚扰并殴打他人。被约束进
派出所，吴某干脆脱掉衣服躺院
里。6日，因寻衅滋事，吴某被行政
拘留15日。

5日，在荣成桃园街道一网吧
老板王女士把自己的轿车停放在
门口，因锁损坏，右后门无法上
锁。

21时许，王女士发现车门被

拉开，后排座上躺着一陌生男子，
身上发出浓烈的酒气，王女士叫
醒该男子，请他下车。

从美梦中被摇醒，醉酒男子
不乐意，辱骂王女士及附近人员，
王女士及众人都未搭理。醉酒男
未消停，踉踉跄跄走向网吧，试图
进入，尝试多次未打开门，醉酒男
一怒之下，用自己的手机砸碎了
门玻璃。

网吧大门仍紧闭，男子猛烈
摇晃，生生拉断门框，进入网吧
内。进入网吧，醉酒男继续折腾。
看到一人欲起身离开，他二话不
说挥拳殴打对方，被众人拉开。

这还没完，醉酒男又挡住两

台电脑的屏幕，干扰别人上网，还
辱骂多人。

王女士劝阻并报警。桃园边
防派出所民警赶到将醉酒男带回
至。到派出所后，醉酒男继续耍酒
疯。他拒绝进约束室，而是直接躺
在派出所大院内，还脱掉了上衣
和裤子。民警将他带进约束室，为
其穿好衣服。

经查，醉酒男吴某是黑龙江
人，在荣成干船员，无亲属在荣。
为避免发生意外，四名民警轮番
看守吴某。

次日上午，吴某酒醒，称自己
“失忆了”，只记得当天在桃园喝
了酒，之后的所为则完全不记得。

俩俩男男子子酒酒后后寻寻衅衅滋滋事事被被拘拘
一个拘五天，一个拘半个月

独居老太出门

从汪疃走到龙山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辛浩琳 ) 5日晚，文

登龙山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一
七旬老太可能迷路。民警查证，老
太是从汪疃走到文登市区的。村
民介绍，老太没亲人，平时爱独自
外出，多次被好心送回。

4月5日18时许，龙山派出所
民警接到报警，某村里医务室门
口有一位迷路的老人。民警发现，
这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不像乞讨人
员，附近村民给老人送来了鸡蛋、
苹果、饼，老人不好意思白吃，非
要拿出仅有的10元钱给大家。

民警查证老人是米山水库西
北汪疃一村村民，老人在村内没
亲人，自己独居村外家中。民警开
车把老人送到汪疃家中。

村民介绍，老人经常独自外
出，每次都迷路被送回，最远老人
独自走到荣成一带，最后村里出
车将其带回。

日前，荣成龙须岛边防派出
所民警来到某小学讲解火灾预
防、自救及逃生方法等消防常识，
并现场演示灭火器的使用。
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胡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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