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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王小兰女士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在花

溪区疗养院天桥下捡到一名未满月弃婴，取

名王紫瑶，今年五岁，身体健康。 请孩子的亲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速与王小

兰女士联系。 联系电话：18302652574

本报讯 9 月 13 日， 麻江县杏

山镇隆昌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越野车冲出路外，车头倒插在

水沟中。 其事故原因竟是飞入车内

的一只马蜂蜇了驾驶人的脸。 所

幸，车内只有驾驶人一人且系好了

安全带，仅受轻伤。

当天上午 9 时许，麻江县公安

局民警接到报警，称在麻江县杏山

镇隆昌路段（国道 320 线）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有一辆越野车翻到沟

外。 民警即前往处置，到达现场后，

发现一辆黑色的丰田越野车冲出

路外，车头插入水沟，斜倒立在路

外，车头、车身、前挡风玻璃等部位

不同程度损坏，路面上留下不规则

的刮擦痕迹。

随即，民警立即查看车内人员

情况， 发现车内没有人员被困，驾

驶员王某在车外等候。 经了解得

知，当时车内仅驾驶人一人，事故

发生后自行打开车门下车，因系了

安全带，伤势并无严重，脸部有被

马蜂蜇的伤痕。 随后，驾驶人被送

往附近医院进行检查。

民警对事故现场进行快速勘

察后， 安排救援力量进行救援，经

过近 50 多分钟的紧张救援， 事故

车辆被吊起并拖离事故现场，道路

恢复了正常通行。

据肇事驾驶员王某介绍，当时

他驾车由隆昌往麻江县城行驶，行

经至事发路段时，有一只马蜂飞入

车内，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脸上就

被蜇了，疼痛难忍。 紧急之下，王某

松开方向盘去驱赶马蜂，因没有注

意观察道路情况，事发路段弯道较

大，当时车速较快，在采取紧急制

动时，导致车辆失控，最终冲出马

路肇事。 交警提醒，司机在乡村道

路开车，尤其提防蚊虫骚扰。

（杨家模 龙安洲 吴如雄）

司机开车途中 遭遇马蜂袭击

■蜇伤脸部，一阵剧痛，致车辆失控冲进水沟

■交警提醒：在乡村开车更要提防蚊虫骚扰

本报讯 来自省民政厅消

息，今年以来，六盘水市以“确

保不让一个孩子失去上学的

机会” 为目标，通过“大学生

临时救助” 、“大连阳光班资

助” 、“金秋助学” 、“爱心助

学” 、“雨露计划” 、“定向捐

助” 等系列助学活动，健全和

完善贫困学子救助体系。 仅上

半年，六盘水市累计资助学生

16.32 万人次， 发放资助金

1.19亿元，帮助困难学子圆读

书梦。

就读于盘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17）班的王海燕，是该

市忠义乡扯拖村人，是获得教

育资助的众多学生之一。

王海燕的爷爷和父亲先

后患癌症去世后， 母亲改嫁，

留下她与奶奶相依为命，生活

十分困难。 学校得知她的情况

并核实后， 确定她为资助对

象。 经评审公示无异议，她获

得了国家助学金、 精准扶贫

款、 孤儿资助等多项帮扶，确

保能顺利完成学业。

王海燕动情地说：“虽然

生活给了我很多不幸，但能得

到国家和社会、 学校的帮助，

又是无比的幸运。 我会心存感

恩，努力学习，将来成为有用

之才，回报社会。 ”

近年来，六盘水市已构建

起“纵向贯通，横向联通，各级

各类学校全覆盖， 集免、 奖、

助、贷、补为一体” 的学生资助

政策体系，充分保障了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教育权益。

（本报记者）

发亿元资金 助困难学子

六盘水市开展多项助学行动：

本报讯 盘州市一

男子将他人打伤后，逃

避赔偿“玩失踪” 。 日

前，当盘州市法院对该

男子采取司法拘留措

施后， 其主动赔了款，

拘留被解除。

据介绍，这起伤害

赔偿案件发生在 2012

年。 当年 1 月 6 日，因

经济纠纷，万某将焦某

打成轻伤，盘州市法院

判决被告万某赔偿焦

某 24800元。

然而，判决生效以

后，万某并没有履行义

务，去向不明，且无可

供执行财产，致该案执

行陷入僵局。 后经承办

法官多方联系，被执行

人万某到盘州法院仅

给付了 3000 元后，在

接近 3 年的时间里，又

玩起了“失踪” 。

日前，盘州市法院

对其采取了司法拘留

措施，法官还反复做其

思想工作，分析拒绝履

行义务的法律后果。 最

终，万某心生悔意，于 9

月 11 日同意联系其家

属代其履行赔款义务。

9 月 12 日，盘州市

法院随即对万某解除

了拘留措施，并将其从

失信名单中予以消除。

（张红阳 高润芝

高松）

打伤他人法院判赔款，他

“玩失踪” 3年———

眼看要遭拘留

“老赖”赶紧赔钱

事发现场

本报讯 日前，一女子务工回家

途中被“甩” 在高速路上，她携带的

摩托车没有燃油无法行驶， 只好推

车深夜独行高速路。 巡逻交警发现

后， 帮她推车步行 1 小时将她送下

高速。

9 月 9 日晚 22 时 10 分许，毕

节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四中队民警

巡逻至赤望高速公路 310 公里时，

发现前方有一名女子推着一辆女式

摩托车独自行走，非常危险。

原来，该女子姓张，家住黔西县

协和乡，在浙江务工，最近回来照顾

生病的母亲。 由于在浙江没有赶上

当天发往贵州的班线客车， 就联系

了一张“黄牛票” ，上了一辆旅游客

运大巴车。

大巴车到达黔西境内的高速路

上时， 驾驶员让张某在距离黔西县

城还有 10余公里的服务区下车。张

某说摩托车是她从浙江带回来的，

上大巴车时已被要求将燃油放尽。

下车后，张某只得看着路牌，推着摩

托车步行。

巡逻民警核对张某的信息和摩

托车信息后，准备带她离开高速路。

不过民警尝试了几次， 都无法将摩

托车放入巡逻警车内。随后，一名民

警用巡逻警车在后面压道警戒，另

一名民警则帮助张某推着摩托车步

行。

大约推行了 1 个小时的路程，

他们终于来到了黔西收费站。 张某

的朋友已经等候在这里， 为她的摩

托车送来了燃油。 张某连声道谢并

不停邀请民警一同前往黔西县城吃

夜宵，但被巡逻民警婉言谢绝。

(王伟 本报记者 张鹏)

一女子携带摩托

上车遭遇“甩客” ， 深

夜被困路边……

民警推车一小时

送她下高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