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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摩托托艇艇漏漏水水侧侧翻翻，，两两家家八八口口落落水水
南阳湖五位渔民合力救起八条命，落水者已脱离危险

本报滨州8月11日讯（记者
杜雅楠 通讯员 赵建磊）
9日晚，滨州市阳信县新德路

某小区的大妈在小区门前的公
路上跳起广场舞，开车从此经
过的陈女士误判了大妈的舞
步，不慎将跳得正嗨的吴大妈
撞倒，三四十位大妈被吓得惊
慌失措。

9日晚9点30分左右，下班
回家的陈女士开车经过新德
路，走到某小区附近，发现小区
门前马路的机动车道上正有一
群大妈在跳广场舞。陈女士介
绍，因为路上有路灯，自己提前
已经看到广场舞的方队了，所
以车速没有开快。但是汽车靠
近队伍时，方阵突然出现变化，
所有的人都向马路中间退过
来，陈女士对大妈的舞步判断
失误，来不及刹车，把一位妇女
撞倒在地。

一位参加跳舞的妇女介
绍，汽车开过来的时候，大家跳
得正投入，没有看到后面有汽
车开过来。小区物业的工作人
员介绍，小区里的广场舞原来
一直在小区广场上跳，夏天来
了，晚饭后出来活动的人也多
了，跳广场舞的人增加到了近
40人，广场上跳不开了，大家就
转移到小区门口的马路上。记
者了解到，事故发生后，广场舞
队已经转移到安全区域。

本报烟台8月11日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莱公宣）

为了省下6万多元的装修费，烟
台御景花园的李先生绕开装修
公司直接和公司的装修人员签
了合同，没想到房子没装成，17
万元的预付装修款被装修人员
卷跑了。

李先生之前在烟台御景花
园买了套房，总面积400多平方
米，今年年初，李先生打算将房
子好好装修一番，于是在莱山
区找了一家装修公司。公司员
工张某给李先生设计的效果图
让李先生感觉比较满意，在两
人的交谈中，张某说，如果他与
装修公司签订装修合同，装修
款76万余元，如果直接跟他个
人签合同，只需要70万。

李先生一算这笔账，后者
明显很合适，装修完能省下6万
余元的费用。于是李先生与张
某直接签订了装修合同，并表
示如果装修好了，再给张某一
两万元的额外费用。

按照合同，李先生先交了
两万元的定金，装修开始后，张
某从附近找了几个瓦工和水电
工来到李先生的新房准备干
活。根据张某要求，李先生又打
给张某15万元作为先期购买瓷
砖等材料的费用。

先后打给张某17万元后，
李先生没想到，张某消失了，电
话已经关机，装修公司也已经
联系不上他，无奈之下李先生
报了警。

莱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
警很快展开了调查。据民警了
解，张某刚到该装修公司不到
一个月时间，而且经常不去单
位上班，张某消失后，手机号停
机，QQ、微信等没再登录。

不过民警通过信息研判，
还是掌握了张某的信息，并于
日前成功在重庆将张某抓获。
目前，警方已经依法对张某采
取强制措施。

10日上午11点半，济
宁市南阳湖三号井通往
大运河的航道上，突然传
来呼救声，正在湖中船上
作业的刘雪来和其他四
名一起干活的渔民听到
呼救后，立即驾驶机船赶
了过去，将已经落水的邓
贞明及其妹妹一家，共八
口人救上船，因救援及
时，溺水严重的两名幼儿
和一名大人已脱离危险。

广场舞嗨到马路上

一人被撞众人受惊

私下与工人签合同

17万装修款被卷跑

本报记者 陈新

想出国挣大钱，

出去才发现不对劲

来自河南南阳的工人谢双
喜说，今年3月份，他在河南老
家一家出国劳务中介机构报
名，劳务中介公司称可以把他
送到老挝工地做钢筋工，工资
一月保底8000元。报名后他陆
陆续续交了1万多元钱，后来收
到通知，6月22日在昆明集合去
老挝。谢双喜拿出一份空白的
劳务合同，合同上印有“每月基
本工资8000元人民币，年综合
收入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字
样。“当时中介告诉我们，到昆
明就可以签合同，我们到了昆
明，没人和我们签合同，中介又
说出了国到了工地，就跟我们

签合同，结果一直到现在我们
回来，合同还是空白的。”

“中介跟我说是正规大公
司，到了才发现是一个很偏僻
的小工地，生活条件非常差。”
谢双喜告诉记者，如果仅仅是
这样还能忍受，关键是一个月
工作下来，谢双喜才拿到3000
多元，工资最高的木工3800多
元。

“我们感觉被骗了，就想离
开，工地老板把我们的签证扣
下了，说必须干满一个月。”工
人们说，中介给他们办的签证
是旅游签证，不是劳务签证，仅
有一个月有效期，一个月之后，
老板又扣除他们一千多元办理
签证，一个月的工资差点连路
费都不够。

同批到老挝务工的一共43
个人，现在已经全部回国，他们
走之前都向中介缴纳了高额的

中介费，最低一万二，最高三万
八千多。

中介没有资质，

商务局介入调查

“我们都是从各自不同地
方的中介公司报名，但不知道
怎么回事儿全部汇总到泰安刘
桂华这里。”来自辽宁的工人迟
少田说，正是泰安人刘桂华从
昆明领他们出境的，正因如此，
他们二十多个人来到泰安，想
找刘桂华讨个说法。“现在到处
找刘桂华，找不到她本人，我们
也不知道到何处维权。”工人们
十分苦恼。

记者根据名片上的电话联
系到刘桂华，她说自己确实是
山东省商务技工学校外派劳务
培训中心工作人员，但目前处
于停薪留职，主要工作是做劳

务中介，“这个老挝的工地是济
宁一家单位主动找到我，让我
帮忙招人，当时他们说得很好
很正规，工地上具体情况我也
不是很清楚。”刘桂华说，这些
外省的工人是各省中介转给她
的，一般劳务用工单位有需求，
她就在网上发送信息，一些中
介看到了就会给她介绍工人，
她没有公司，只是一个独立介
绍人，也会收取一部分中介费
用。

11日，记者了解到，泰安市
商务局外经贸科已经介入调查
此事，并要求刘桂华限期给工
人一个答复。泰安市商务局外
经贸科工作人员介绍，刘桂华
作为一个劳务中介不具备商务
局认可的外派劳务资质。刘桂
华说，对于这件事情，她将协调
各中介公司，退还工人在国内
缴纳的中介费。

文/片 本报记者 孟杰
实习生 魏泽钰

抱着10个月的孩子

坐摩托艇下湖打莲蓬

11日下午，记者在济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病房楼二楼的儿
童抢救室外见到了10日落水的
邓贞明。因为落水时间太久，邓
贞明的妹妹、2岁半的外甥和自
己10个月的儿子还在医院观察
治疗，其中妹妹因为肺部呛水，
被留在了重症监护室。

说起落水的情景，邓贞明
仍心有余悸，他告诉记者，10日
上午，自己一家四口加上妹妹
一家四口借了一个摩托艇，一
起到南阳湖中打莲蓬。在返程
的途中摩托艇突然漏水，还没
来得及采取措施，一个侧翻后，
自己连同其他七口人全部翻到
了湖水中，摩托艇也迅速沉入
湖底。

“当时我们四个大人，还有
四个孩子，最小的才10个月大，
就只有我一个人会水。”邓贞明
说当时自己落水后，迅速抱起
了离自己比较近的两个大点的
孩子，并用尽全身力气将漂在
水中的一个空汽油箱和三个塑

料桶推向了距离比较远的妻
子、妹妹和妹夫。“我妹妹两手
只顾紧抱着两岁半的外甥，根
本就没有抱水桶，眼看着一点
点往下沉，头和脚都已经看不
见了，当时心里都快绝望了。”
趁着还有最后一点力气，邓贞
明和妹夫大声喊出了几声“救
命”。

五名渔民全力施救

落水八人被救上船

“干了一上午活，正在船上
吃饭，隐约听到北边几声呼救
声。”下水救人的刘雪来和其他
几人都是石桥镇辛店村的村
民，这几天在湖中为鱼苗分网。
听到呼救声后，刘雪来和一起
干活的董绍伦、董四存、刘巨礼
及周长海迅速驾驶机船向声音
传来的北侧湖面赶去。

“走了约有200米，就看见
湖上的人了，以为就一两个人，
到了一看得有七八个。”刘雪来
回忆说，当时落水的人分布在
船的两侧，先将离船最近的一
个中年男人和怀里的孩子救上
岸，又游到远处依次将其他几

个大人和小孩拖到船边。“我在
水里将他们拖到船边，董绍伦
和四存在船上拽，才把这几个
人全都弄到船上，当时一个大
人和一个孩子都已经失去知
觉，脸和身上都青了。”将人救
上岸后，刘雪来驾驶机船迅速
向岸边行进，其他几人则返回
自己船上拿手机拨打了120。

从竹篙下水深度来看，此
处的湖水得有七八米深。从落
水点到最近的码头也有六七里
路，呛水加上惊慌恐惧，邓贞明
和几位家人都已经失去了意
识，或趴或仰躺在船中。从落水
点到最近的码头也有六七里
路，刘雪来加大油门驾驶机船
向码头驶进。半个小时后，落水
者被送上救护车，他们几个湿
着衣服返回船中继续干活。

七旬老人的急救经验

救了孩子一命

在八位落水者中，最小的
才10个月大，其中一个只有2岁
半的男孩因为呛水严重，被救
上来的时候身体已经疲软并失
去意识。孩子被抱上船后交到

了船上最年长的刘巨礼手中，
当时看着怀里的孩子，这个在
湖边生活了70年的老人不自觉
地念叨着“不行了，不行了”。

“孩子嘴巴当时都掰不开
了，呼吸都快没有了，但总得试
试。”在湖边生活了一辈子，刘
巨礼知道一些落水后急救的老
法子，并用这种老法子曾经救
活过一个7岁的落水女童。抱起
孩子后，刘巨礼坐在机船一角，
一直为孩子控水。从落水点到
码头将近半小时的时间里，刘
巨礼的腿没敢动，在快要到达
码头的时候，腿上的孩子嘴巴
里吐了一口水，在救护车赶来
之前，两岁半的孩子终于恢复
了意识，脱离了危险。

“掉到水里最怕呛水了，呛
到肺里不得了，孩子妈妈看起
来就呛得不轻。”因为没能帮孩
子妈妈控水，老人有点遗憾。事
发紧急，救人者不知道救的是
谁，被救者因为昏迷也不知道
谁救的他们，到了晚上，被救者
家人在电话里向救人的渔民表
达感谢并报平安。听闻孩子妈
妈已经脱离了危险，刘巨礼老
人感到些许安慰。

交交上上万万中中介介费费，，出出国国只只挣挣了了33000000块块
20多名工人老挝务工被忽悠，回国维权遇困难

20多个工人去老挝务工，中介公司承诺出国每月保底8000元，结果一个月3000元都没挣到。10日，
在泰山火车站附近一家小旅馆内，记者见到了二十多个前来讨说法的工人，他们来自河北、河南、陕
西、辽宁等多个省份，此次来泰安就是为了找一个叫刘桂华的中介，正是她安排这些人出境。刘桂华
名片上的头衔是山东省商务技工学校外派劳务培训中心人力资源部主管、高级讲师。

救人的刘雪来和刘巨礼等人虽不认识落水者，但一直很担心他们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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