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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小区的椅子上，
他捡到了一个钱包。里面装着
现金和七八张银行卡，还有几
张欠条。几经辗转，在小区物
业的帮助下，他最终找到了失
主。完璧归赵，把钱包送到了
失主的手中。

昨日上午，记者采访了拾

金不昧的芦玉洁先生。据他介
绍，前天下午 4点多，他正在
建业联盟小区散步，在小区的
一张椅子上，捡到了一个男式
钱包。打开一看，他发现里面
有 1000多元现金，还有几张银
行卡和几张欠条，数额较大。
他想着，失主丢了这些重要的

东西，心里肯定非常着急。
他在原地等待失主前来

领，等了 30多分钟，依然没有
等来失主。他决定把包打开，
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失主的线
索。在钱包的夹层里，他找到
了一张身份证。然后，他把钱
包送到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在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最后找到了失主黄先生。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联系上黄先生
时，他才知道自己的钱包不见
了。当拿到失而复得的钱包
时，黄先生很高兴，并对拾金
不昧的芦先生表达了诚挚的感
谢。 晚报记者 吴海良

话说6月4日这天下午，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六中
队民警李丹、杨大龙像往常一
样，在济广高速公路豫皖界的
卡口执勤。5时30分许，卡口
拦截系统发出异常报警警情。
警情显示：一辆车牌号为豫
N××370黑色“中华”轿车在
济广高速公路 395km 附近路
段，自北向南超速行驶。超速
接近 50%，也就是说一路狂
飙。

再说李丹、杨大龙接到指
令，随即在省际收费站口布控
拦截。车辆停稳后，30多岁的
男司机孟某主动递交了行车证
和驾驶证，并承认自己刚才已
经超速行驶，愿意接受民警处

罚。司机孟某前去处理违章，
暂且不表。但两名民警在对车
辆进行检查时，发现轿车车牌
照涉嫌伪造。民警仔细观察，
发现车牌号是用数字贴粘着
的，将数字“6”改成了“0”。
这样一来，该车牌号就变了，
违章后，就录入了另一辆车的
档案中。

单说民警发现问题之后，
再对司机孟某进行身份核对。
这一核对不当紧，又有新发
现。书中暗表，司机孟某是个
在逃嫌犯。今年4月，孟某因
涉嫌在上海浦东新区实施盗
窃，涉案价值1万多元，被上
海浦东新区警方上网追逃。为
了稳妥起见，民警一边将情况

报告领导，一边迅速联系正在
附近调研的交通科民警张杰、
杨永杰支援。

且说司机孟某办理完手续
之后，就要驾车而去。民警故
作镇静，称微机出现故障，暂
时无法核对车辆信息，请司机
耐心等待。但司机孟某不肯等
待，又急又躁，口口声声称自
己有急事，需要马上赶往上海
谈生意，刻不容缓。两名民警
不动声色，沉着应对，灵活应
用闲聊谈话，故意拖延时间，
等待增援民警的到来。司机孟
某虽不耐烦，但也无可奈何。

说时迟，那时快。几分钟
后，支援民警赶来配合。民警
立即摊牌，称司机孟某曾在上

海涉嫌盗窃，已经被网上追
逃。司机孟某这才如梦方醒，
顿时如泄气的皮球，软了下
来。民警迅速将嫌疑人控制，
依法将孟某移交至市公安局开
发区分局，有待刑警进一步调
查处理。

书中交代，孟某是山东
人，曾因盗窃被判刑入狱。出
狱之后，孟某一直在上海打
工。白天打工，夜间却重操旧
业。上海警方一直对其抓捕，
却一直没有到案。上海警方将
其网上追逃，而孟某丝毫不
知。没有想到这次去上海的路
上，被商丘高速交警逮个正
着。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
手必被捉。

窑坑内游泳
15岁男孩溺亡

本报讯 梁园区一名 15岁的男孩
和伙伴一起到村外的窑坑游泳，不慎
滑落深水区，由于其不会游泳，不幸
溺亡。

据市水上义务救援队副队长李保华
介绍，6月10日下午1点30分左右，他
们接到求助称，梁园区李庄乡一男孩在
窑坑游泳时不慎滑落深水区，警方、消
防人员和附近群众打捞无果。

李保华说，他和副队长吕成义以
最快的速度赶到梁园区李庄乡黄楼村
的现场了解到，“男孩游泳的地方是
一个窑坑，面积不是太大，但附近群
众说，坑里的水比较深”。

“和男孩一起游泳的另外一名男
孩说，当时他们是 3个人一起下坑游
泳的，溺水男孩不会游泳，从岸边下
到水里，往里面走的时候，一下子就
滑到了深水区。”李保华说，看男孩
在水中挣扎，同伴前去营救的时候，
其已经下沉了。

溺水男孩同伴呼救，引来了附近
的群众。然而，由于水深，众人束手
无策。

大致确定溺水男孩的落水位置
后，吕成义先后几次潜入水底，几分
钟后将男孩拉了上来。等候在岸边的
急救人员进行了抢救，遗憾的是，由
于溺水时间过长，男孩已经没有生命
体征。

李保华提醒，夏季来临，请家长
务必尽到监护人的责任，避免未成年
人到野外水域洗澡或游泳，以免发生
意外。 晚报首席记者 翟华伟

本报讯 “真的要谢谢送孩
子到医院的交警，要不然后果
可能会很严重！”6月10日，家
住睢阳区毛堌堆乡的赵梅 （化
名） 提起几天前发生的一件
事，既后怕，又庆幸。

原来，6月 7日下午 2点 50
分左右，赵梅的儿子遭遇了车
祸，儿子头部出血严重，在救

护车没有赶到的情况下，市交
警支队二大队毛堌堆中队的民
警及时将其送到医院进行救
治。

据市交警支队二大队宣传
中队中队长李辉介绍，事发
前，毛堌堆中队中队长陈峰和
民警许大川、杜杰和訾峰正在
206省道上正常巡逻执勤。当
巡逻至毛堌堆大桥南边约 50米
处时，发现前方有一起交通事
故——一辆大货车将一辆电动
三轮车撞翻路边。见此情景，
4 名民警当即下车进行救助，
他们发现车上 4人都有不同程

度的受伤，其中一名 5岁左右
的小男孩头部出血最为严重，
需要紧急送往医院诊治。在
120急救车还没有到来的情况
下，陈峰迅速向领导进行汇
报，并安排驾驶技术最为娴熟
的訾峰开警车护送小男孩到市
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救治。陈
峰、许大川和杜杰对大货车驾
驶员进行先期控制后，又负责
维护事故现场秩序和稳定伤者
情绪。

“从事故现场到市第一人民
医院，平时开车需要 35分钟左
右。”訾峰回忆说，受伤的男童

及其家人坐上警车后，他当即
打开警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
下，一路狂奔，“我到医院花了
大约 15分钟，医生接诊孩子后
不久，我就赶回去执勤了”。

6月 10日上午，记者联系
到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赵梅
时，她称，经诊断她儿子不仅
头皮撕裂，还有脑损伤，现在
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尽
管目前事故仍在进一步处理
中，但赵梅仍不忘对紧急时刻
伸出援手的民警再三表达谢
意。

晚报首席记者 翟华伟

老人被骗3000元
怒揭骗局

本报讯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说
出来，避免更多的人上当！”昨天，
被骗子骗走3000元的退休教师张明亮
颤巍巍地来到报社，要怒揭一个骗局
内幕。

张明亮是一位教师，几年前办理
了退休手续，今年65岁，他有一个侄
子，一直在外地做生意。

“6 月 2 日，我突然接到一个电
话，对方上来就叫我‘叔’，说换手
机号了，让我存上。”张明亮说，他
以为是侄子红兵的电话，就叫了红兵
的名字，对方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张明亮说，对方自称是侄子“红
兵”，现在在陕西一家公司当销售总
监，待遇各方面很不错。“对我嘘寒
问暖，说天气热要注意身体，还邀请
我有空到陕西去玩。”张明亮说。

张明亮听到对方说的是普通话，
他想可能是侄子在外地待久了，说惯
了普通话。

没想到的是，6月8日，他突然接
到了这个手机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在
电话里口气很急，“他说在宾馆里被抓
了，具体什么事也没细说，要我赶快给
他打3000块钱，并提供了一个账号”。

张明亮信以为真，就按照对方提
供的账号，打去了 3000元钱。然而，
钱打过去之后，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

张明亮还很担心侄子出事，就给
哥哥联系了一下，经过核实才知道，
侄子根本没换电话，他被骗了。

“我虽然被骗了，但一定要把这
个事说出来，给大家提个醒，以免再
有人上当。”张明亮说。

晚报首席记者 张 坤

在逃嫌犯伪造车牌 超速行驶被查落网

小区内捡到钱包 辗转还给了失主

■晚报记者 成绍峰

车祸后男孩头部重伤，交警飞速将其送至医院

为了救人 15分钟跑了35分钟的路程
商丘好人商丘好人
Shangqiu Good perShangqiu Good per

胖姐也潇洒
昨日早晨7时，在神火大道

旁的商都广场，“胖姐”李玲正
带着她的“胖姐”模特队练习猫
步。据了解，为了丰富退休后的
生活，李玲和她的姐妹们自发组
织了模特队，每人凑了 20 元
钱，买了音响和光盘，还请了专
业老师培训，准备练好后，到外
地参加比赛，展示“胖姐”的风
采。

晚报首席记者 魏文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