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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挖出出个个““酒酒瓶瓶””？？一一枚枚迫迫击击炮炮弹弹
施工人员吓了一跳忙报警，警方派专业爆破公司运走处置

轿车行驶中
车头冒火苗

本报6982110热销消息(记
者 张伟 通讯员 赵欣) 3

日中午12点左右，岱宗大街科
大南门东侧路南，一辆私家车
行驶中，引擎盖里冒出火苗。消
防、交警与附近一单位员工一
起，将火扑灭。

3日中午12时许，岱宗大
街科大南门东侧附近，一辆腾
翼C30轿车行驶中，车头引擎
盖位置有浓烟冒出，并蹿出火
苗，驾驶员立即将车停靠到路

边。据目击者介绍，车辆起火
后，驾驶员从车内拿出一个灭
火器，但火势太大没有扑灭。

由于正值中午下班高峰
期，人流车流大，城东大队一
中队民警立即组织执勤人员
对行人、车辆进行疏散分流。
泰安消防虎山中队到场后，立
即用水枪扑灭明火，并持续打
水降温，明火扑灭后，事故车
辆被拖走，附近交通逐渐恢复
通畅。

两辆大货车
高速上追尾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
者 张伟 ) 5日早上6时许，
S31泰新高速泰山立交附近，两
辆大货车追尾。事故中两人受
伤，其中一人困在驾驶室，泰安
消防出警，将人救出。

5日早上6时许，S31泰新高
速泰山立交附近，两辆大货车
追尾，后车车头耷拉在地上，车
体碎片散落四周，驾驶员困在
驾驶室，动弹不得。

“一个男的头破了，脸上有
明显血迹，身上的衣服也被染
红了。”住在附近的秦先生说，

当时驾驶室里还有一个人，困
在里面出不来。“头破的男子向
我求助，当时我身上也没带手
机，就连忙回家找电话报警。”

交警部门到场后，在周边
路段设置警示标识，疏导过往
车辆通行。泰安消防特勤中队
消防战士，利用相关救援工具，
对驾驶室进行撑顶，拓宽救援
空间。

随后，两名伤者被紧急送
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交警部
门还在调查。

捡千余元和手机
主动联系还失主

本报泰安7月5日讯 (记者
曹剑 ) 5日上午，市民高先

生捡到一个手包，内有千元现
金和手机等物品，高先生最终
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将财物
完璧归赵。

5日上午9点左右，一广告
公司员工高军在工地干活后，
准备去龙泉小区买水，但是走
在小区内一条小路上时，看到
一个黑色小手包。

高军说，打开手包发现里
面有一部手机，一串钥匙和一
沓现金，细数现金有1000多元，
还有一张万元借条。

高军说，捡到手包后，他

一想到对方肯定很着急，自己
也着急得连水都不喝了，就在
原地等着失主回来。过了很大
一会没见有人来找，工友打电
话，高军就回到工地，用包内
手机联系失主。

中午12点半左右，失主胡
女士和他丈夫一起到工地上
领取丢失的物品，并对高军先
生及泰安市天路广告有限公
司表示衷心感谢。

据了解，胡女士住在丁家
洪沟，当天上午去龙泉社区办
理业务，离开时手包放在电动
车上，发现时已经不见踪影。

本报泰安7月5日讯 (记
者 邢志彬) 7月4日，泰建
公司宿舍施工时挖出一个麻
袋，施工人员一开始以为是
酒瓶没当回事，翻开才知道
是一枚炮弹，报了警。迎胜派
出所和治安大队已联系专业
公司拉走妥善处理。

7月4日上午，泰建公司
宿舍有施工队挖一个池子
时，挖出一个麻包，里面有报
纸包的东西，还挺沉。施工人
员以为是酒瓶子，没当回事
儿，扔到一边继续干活。

临近中午有人翻了翻麻
袋，才发现是枚炮弹。炮弹绿
色红头，比啤酒瓶大一圈。上
面写着“82杀”字样和一些代
号。炮弹看着还挺新，锈蚀的
地方很少，包炮弹的报纸是
2005年的《齐鲁晚报》，看来
埋炮弹的日期不会早于2005

年。施工人员有点害怕，赶紧
报了警。

迎胜派出所民警李华伟
到现场后，先疏散人员，咨询
专家说是迫击炮炮弹，不太
容易引爆，但仍然非常危险。
派出所同时联系了泰山区治
安大队，治安大队民警找来
专业爆破公司，把炮弹拉走，
现已妥善处置。

本报泰安7月5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李亚宁) 4

日下午，一男子买的彩票中了
八百元。兴奋之余，男子癫痫病
发作，倒在投注站的椅子上。店
主现场施救并打电话报了警。
三里派出所民警帮忙将其送上
了救护车。

4日下午3点20分，三里派
出所接到群众求助，一男子买
彩票中奖后突然情绪激动晕
倒。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

民警介绍，他们在老汽车
站附近的福彩投注站内，看到
一身穿灰色上衣的男子躺在投
注站内的椅子上，店主正在帮
忙掐人中施救。“我们赶到现场
时男子王某的意识已经清醒

了，能跟我们进行交流。”民警
刘金波说。

据彩票投注站店主回忆，
下午3点左右，王某到投注站买
了几注“群英会”彩票。几分钟
开奖后，王某发现中了奖。“我
核对他的彩票后，接着就把中
得的800块钱奖金给了他。”店
主说。

王某收起奖金后，又到店
内的椅子上坐下，“他刚坐下，
我就发现他的胳膊有些僵硬，
身子慢慢侧躺在了椅子上。”店
主说，她当时吓了一跳，发现男
子的身子有些抽搐，很可能是
癫痫病发作，“我也没遇到过这
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急救，一
边喊屋外的邻居过来帮忙，一

边给他掐人中应急。”店主说，
男子身体一直抽搐，嘴里往外
吐着白沫，邻居搬来一摞报纸
垫在男子头下，防止被呛着。

大约在椅子上躺了五分
钟，王某的症状有所缓解。民
警询问男子情况后，男王某表
示自己身体没事。急救车赶到
后，民警和店主将男子扶上救
护车，拉到医院进一步观察救
治。

泰安市中医医院医护人员
介绍，情绪的起伏波动，易引起
大脑中枢神经的反应。“如果一
个人过于紧张，会下意识的呼
吸加快，出现过度换气。而对癫
痫患者来说，过度换气往往会
诱发癫痫。”

买买彩彩票票中中八八百百元元““大大奖奖””
男男子子突突发发癫癫痫痫吐吐白白沫沫

 打 开 包 装 一
看，竟然是个炮弹。

弹体上的型号
标识。 本报记者
邢志彬 摄

车载灭火器根本控制不住火势。 本报通讯员 张力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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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7月5日讯 (记者
邢志彬) 十几年前，南关村

的贾某在南关十字路口建了两
千平米的违章建筑。今年6月30

日，他拿着煤气罐和几箱礼花
弹对着门口扬言要点燃，和依
法强制拆除执法人员僵持6小
时。目前，他因涉嫌用危险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

7月3日，记者在南关十字
路口东南角看到，事发地点的
违章建筑已经基本拆除，工人
们正在垒墙。南关派出所民警
介绍，这片地是南关村的集体
用地，在规划中是绿地。十几年
前，贾某开始陆续在这块地上
盖房子出租门头，到今年已经
有2000多平米。

近期，执法部门要拆除违
章建筑，并提前给贾某和租房
的商户下了通知，但贾某不拆。
6月29日，执法人员开始强制拆
除，当天拆了一半，因为下雨就
暂停，拆除过程中贾某一直在
闹，说让他失去了生活来源，也
失去了住处。还拿出一张上世
纪50年代的老地契，说他老宅
子就在这里。工作人员向他说

明了这里确实是违章建筑，必
须拆除。

第二天上午8点，执法人员
继续去拆除时，看到贾某搬了
10箱礼花弹，对着门口，又把一
个液化气罐堆在礼花弹上，扬
言“谁敢拆我就点”。南关派出
所民警接报警后，到现场和其
他工作人员一直劝他。贾某要
求见村书记，让家人给他看着
煤气罐，见到书记后没谈好，他

继续僵持。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
午2点，眼看贾某情绪激动平静
不下来。民警考虑到一墙之隔
就是居民区，又在人流密集的
路口，趁他不备将他控制，并强
制带到公安机关。

贾某因涉嫌以危险方式危
害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违章
建筑目前已经全部拆除。贾某
表示认识到错误，已经对违法
行为悔过。

十十箱箱礼礼花花弹弹上上架架煤煤气气罐罐
男男子子危危害害公公共共安安全全被被拘拘

嫌疑人贾某所持有的危险物品。 本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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