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鲍鱼鱼卡卡喉喉窒窒息息，，老老人人命命悬悬一一线线
赴宴护士临危不乱，紧急抢救让老人转危为安

交警闹市区

揪出毒驾小伙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员
全福 先媛 记者 柳斌） 13

日早高峰，在烟台中心城区解放路
一名年轻男子涉嫌毒驾，执勤交警
在茫茫车海中将该车查获。

“当时一看这辆车的驾驶员，
就觉得他有点问题。”13日上午8时
在世茂广场西门的执勤民警介绍
说，驾驶员神情较为紧张，脸色发
白，有点心虚的感觉。

通过检查，执勤民警还在车
辆的储物箱里发现了一个吸食冰
毒用的器皿。执勤民警立即拨打
电话请求指挥中心调派110民警前
来支援。

经检测，驾驶员曲某尿检呈
阳性，并承认自己在当天凌晨吸
食过冰毒，对吸食冰毒的违法事
实供认不讳。曲某因毒驾将面临
法律严惩。

中国福利彩票

开奖公告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孔雨童 实习生 赵静静

通讯员 叶杏） 5月10日的
一场婚宴上，芝罘区62岁的老
人孙云霞被一块鲍鱼卡喉窒
息，一度失去生命体征。危急时
刻，一位参加婚宴的陌生女士
持续为其做了很久的腹部按
压，终于让孙云霞卡在喉中的
鲍鱼咳出。连日来，孙云霞一家
一直在寻找这位紧急时刻出手
的陌生人，14日他们终于找到
了这名女士——— 原来她是烟台
山医院急诊科的护士梁月巧。

“是她救了我老伴的命。”
14日上午，市民赵天均赶到烟
台山医院急诊科，一见到梁月
巧，老人激动得眼含热泪，说话
间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忍不住
向梁月巧跪下去。“大叔别这么
客气。”梁月巧连忙上前扶住颤
巍巍的老人。

赵天均告诉记者，10日他和
老伴孙云霞一起去参加邻居孩
子的婚礼。喜宴上有一道鲍鱼，
老伴咬了一口之后就不停地呛
咳，并出现呼吸困难，脸色发紫。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孙云
霞渐渐失去意识。正在这时，宴
席中一位中年女士走过来，边
说着“请大家相信我，我懂得怎
么救”，边指挥大家把老人抬到
一张空桌子上，一只手掰开孙

云霞的嘴，另一只手在孙云霞
的心口与肚脐连线的中点处向
上向内猛烈挤压上腹部。一下，
两下……一分钟过去，两分钟
过去，中年女士身材瘦小，累得
满头大汗，但她的一只手还是
继续有节奏地持续那一个动
作。不知道过了多久，孙云霞口
中突然咳了一下，又一下，第三
下的时候，一块大鲍鱼被咳了
出来，老人终于呼出一口气，脸
色慢慢恢复过来。

“老伴缓过来之后，救人的
那位女士就走了，连姓名都没
留下。”赵天均说，自己托婚宴
上的人找寻那名女士，但是由
于她曾经改过名字，老人苦寻
无果。赵天均又托人打听，终于
知道她就是烟台山医院的急诊
护士梁月巧。于是带着锦旗来
到医院。

“救人的时候其实心里也
特别紧张，因为这是一条生命，
帮她挤压腹部的时候后来也有
点支持不住了，但我知道我只
要继续就有希望，但停下她肯
定没救了。”梁月巧今年42岁，
已经做了22年的护士。她说，回
来后有朋友跟她说有很多救人
不成反被讹的，也可能会有心
理压力，但那种危急时刻，作为
一名护士和一个懂急救的人，
这几乎是一种本能。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王晏坤 通讯员

邵爱萍） 招远市一位退伍
老兵前阵子受到了“民政部门”
工作人员的“慰问”，可最终却
被骗了800多元积蓄。无独有
偶，14日上午，莱山区安先生也
突然接到了一个自称“民政部
门”工作人员的电话，称死者家
属可以交点手续费后领到六千
元的意外死亡保险金，险些上
当受骗。

日前招远市110指挥中心

连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有
人 冒 充“ 民 政 部 门 ”工 作 人
员，以“政府给退伍老军人维
修 房 子 或 购 买 日 常 家 用 电
器”为由进行诈骗，其中一名
受骗者为80多岁的退伍老军
人。

近日，招远市毕郭镇85岁
退伍老军人王先生家里来了
两名40岁左右的男子，其中一
名男子称他们是“民政部门”
工作人员，在嘘寒问暖闲聊了
一会后，就对老人说现在政府

有政策，给生活有困难的老军
人翻新房子，如果老人家确实
没钱，费用可以全部由国家财
政出。

王先生当即拿出了自己所
有的积蓄800多元钱，给了“民
政局干部”。

无独有偶，14日上午，还沉
浸在亲人去世悲痛中的市民安
先生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说
有一笔6000元意外死亡保险金
要领。幸亏安先生机警，才没有
上当受骗。

烟台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介绍，民政局发放低保、补助、
丧葬费等，都是由个人通过居
委会上报个人信息，由街道报
到民政部门，然后由财政统一
发放，或者村民去民政办领取，
中间不会收取任何手续费、税
等。

如今骗子会不断翻新诈
骗手法，接到此类电话和短
信，一定要增强防骗意识，先
向居委会和民政部门核实，不
要轻易相信。

““民民政政部部门门””来来送送钱钱，，你你可可得得当当心心
烟台连发两起冒充“民政部门”骗人事件，市民政局提醒市民勿轻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
员 孙菁 记者 王晏坤）“谢
谢您，王警官，那天多亏了您！”14

日上午，招远市民刘女士与丈夫
一起来到招远市交警大队，送去
了一封感谢信，并向大队民警王
海艇表达感谢。

原来，5月1日下午，招远市金
都佳园小区内，刘女士带着15个月
大的儿子玩耍，突然间儿子不慎
摔倒，头部顿时血流不止。刘女士
立即找寻出租车要赶往医院，可
等了半天却一直没有发现一辆出
租车。

就在她焦急万分时，招远交
警大队的民警王海艇驾驶私家车
从此路过，看到情形，立即停车简
单询问了情况，随后将她们二人
送到市医院急诊室，并帮助她们
半好挂号等手续后才离开。

孩子受伤须送医院

休假交警伸援手

男子反锁房门自杀

消防破门救援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
员 张璞宇 记者 孔雨童） 13

日晚上8点多钟，一名男子在开发
区富康小区割腕自杀，消防在接
到其家人报警后赶到现场将防盗
门打开后将其救出。

13日晚，开发区消防大队八角
中队接到指令后赶往开发区富康
小区一栋居民楼。出警的消防官
兵介绍，当时其家人提供了钥匙，
但是依然打不开房门。“估计是他
从里面反锁了。”

征得男子家人的同意后，消
防人员决定对防盗门锁进行破
拆，经过五分钟的紧张破拆，门被
成功打开。

救援人员进入室内后发现，
该男子手腕已经割开，昏倒在书
房内，救援官兵迅速将男子抬至
车上并送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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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发发区区经经侦侦破破获获一一起起挖挖掘掘机机诈诈骗骗案案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琪 通讯员 郑可新
徐忠） 一台售价168万元的挖
掘机，不法分子只交了首付款
41万元，随后机器和买主都不
见踪影。近期，烟台开发区经侦
大队就破获了一起典型的工程
机械诈骗案，将两名犯罪嫌疑
人抓获。

2014年11月中旬，烟台开发
区某机械销售公司的负责人到

开发区经侦大队报案称，该公
司在日照市售出了一台价值168

万元的挖掘机，买方只交了41

万元的首付款，挖掘机上的GPS

定位系统已经被人为拆除，目
前销售公司对挖掘机失去了监
控，无奈之下向警方报案。

接到报案后，开发区经侦
大队领导牵头，快速反应，立刻
召集侦查人员对案情进行分
析，决定立案调查。

报案人反映，王某曾在电
话里说挖掘机卖给淄博的周某
了。侦查人员就把王某、周某暂
定为嫌疑人。经过细致摸排，几
天后王某、周某分别在日照、淄
博被抓获。

原来王某欠朋友李某30万
元久不归还。李某就向王某介
绍了个可以赚钱的机会：协助
周某“买”一台挖掘机。

王某与周某商量好后，以

自己的名义买了台挖掘机。挖
掘机的首付款41万元由周某通
过网银支付，挖掘机到手后周
某将车拖走，王某得到了15万
元的好处费。

之后挖掘机被另外两个中
间人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
给了内蒙古牙克石的韩某，韩
某听说有人被抓，便主动来到
烟台自首，并缴足了挖掘机的
货款。

大大学学生生上上网网流流量量莫莫名名超超标标被被扣扣费费停停机机
移动告知退话费可以，必须签协议，以后再有类似问题不再退费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李大鹏 实习生 刘芃

成） 因为烟台大学校园中覆
盖的无线网绝大部分是移动
的，大四学生小孙一直在淘宝
上购买200小时的移动WLAN。
近期小孙用购买包时流量看视
频时，手机话费莫名被扣去，导
致手机停机。原来，因为小孙临
近毕业，需要频繁上网查资料，
她又办理移动1 0元包1 1 0 0兆
WLAN的业务，在看视频时小
孙虽然使用的是之前购买的

200小时流量包，但是这1100兆
的WLAN也在跑流量，导致流
量超额，扣去了话费。

小孙是烟台大学大四的一
名学生，临近毕业季，她正面临
着毕业论文以及就业的问题，
因此需要频繁的上网查资料，
于是她办理了移动10元包1100

兆WLAN的业务。
另外，小孙还一直在淘宝

上购买200小时的移动WLAN。
4月底，小孙用200小时的流量
包看视频，却发现自己被扣去

了31元的话费。到营业厅一问，
说是那1100兆WLAN超出产生
的费用。经过协商处理，由移动
返还给小孙30元的话费。

5月1日，小孙再次登上包
时的WLAN看视频，又被告知
被扣去51元话费，而且手机被
停机，原因还是1100兆WLAN

超时。等她再去移动营业厅时，
工作人员告诉她，返还话费可
以，但必须要签一个协议，以后
再有类似问题就不再退费，这
被小孙拒绝了。

5月13日下午，记者跟小孙
来到烟大七餐一楼的移动营业
厅，经过与工作人员沟通后，得
知手机处于开机状态才能查，小
孙只好把手机欠费充上。经过查
询，扣费原因确实因为流量超
额。

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双方
现在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我实
在没时间再耗下去了，因为马
上就公务员考试，等考试结束
后，我打算去烟台移动公司总
部去问。”小孙无奈地说。

赵天均老人给梁月巧（左一）送去锦旗。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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