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 月 10 日， 黔东南州

镇远县一名 12 岁女孩在捡拾垃圾

过程中， 不幸被毒蛇咬伤。 危急之

际， 镇远县公安局民警紧急将其送

往医院，让其转危为安。

据介绍，当日 17 时左右，镇远

县公安局涌溪派出所民警接到黔东

南州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警情指

令， 称该县涌溪乡芽溪行政村河坝

街岔路口处， 有一个小女孩被毒蛇

咬伤，伤情严重。

接警后， 涌溪派出所立即组织

警力前往事发地点调查。 3 分钟后，

民警找到了小女孩， 只见其左手食

指有乌黑的血迹，手掌微肿。 女孩痛

得不断地流着眼泪。 出警民警当机

立断，将她抱上警车送往医院。

在警车上，民警询问得知，小女

孩叫龙清花，今年 12 岁，是小学六

年级的学生。 当日 16时 50分，爱环

保的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发现路

边草丛中有白色垃圾， 于是习惯性

地去捡拾。 不料，一条成人拇指粗细

的棕色蛇突然蹿出， 咬中她的左手

食指处后逃之夭夭。 钻心的剧痛让

她在路边痛哭起来， 一名路过的群

众发现后，及时帮她报警求助。

当民警驱车快要到达镇远县人民

医院时，不巧碰上下班高峰，进入县医

院的岔路口拥堵，警车无法通过。

为不耽搁小女孩的病情，民警

立即下车， 向执勤交警说明了情

况， 随后与执勤交警共同协作，把

在岔路口拥堵的车辆疏散开，让出

了一条生命通道。 抵达医院后，民

警抱着小女孩一路飞奔，直奔抢救

室。 经医生初步诊断，龙清花为蝮

亚科毒蛇所伤。

经医院紧急抢救， 龙清花的病

情很快得到控制。 随后，其学校老师

和父母也赶到了医院。

据悉，龙清花的父母都是聋哑

人，当他们得知是派出所民警送女

儿前来就医后，夫妻两人向民警不

停地用手比划着谢谢的手势。

目前，龙清花正在医院接受进

一步治疗，已无生命危险。

（龙冠宇 石学阳 吴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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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停水公告

为配合轻轨 2号线施工，需对供水干管进行迁改

10月 13日(星期五)早上 9:00�至晚上 24:00���

富源路沿线、东站路、油榨街（贵钢—永江仪表厂段）、园林路、青年路（东宝花园

一侧）二戈寨片区、龙洞堡片区（市委党校、贵阳学院、银行学校、老干妈等）

由于现场施工条件复杂，恢复供水有可能延时，请相关区域的用户提前做好蓄水

准备。 在此期间我司将积极组织施工力量，确保按时通水，如提前通水，恕不另行

通知。 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供水服务热线：96015

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12 日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温馨提示

本报讯 贵阳市 11 路车的陈师

傅驾驶公交车停靠在喷水池站上下

客时， 前门旁的一位乘客觉得公交

车“别” 了他，对陈师傅破口大骂并

拳脚相加，陈师傅骂不还口，打不还

手。 目前， 贵阳市公交公司拟对陈

师傅颁发“委屈奖” 。

9月 30 日晚 22 时 30 分，32 岁

的公交车司机陈师傅驾驶 11 路公

交车在喷水池站停靠时， 一男子在

乘客上完车后， 突然蹿入车内对陈

师傅谩骂， 并将手中的烟头弹至陈

的脸上，紧接着对陈师傅拳脚相加。

发觉情况不对， 陈师傅当即关

闭车门，并向领导汇报此事。 就在此

时，该男子从窗口跳出车外。 一分钟

后，另一名男子又从车窗翻入车内，

对陈师傅进行语言和肢体攻击，事

后翻窗逃离现场。 整个事件持续近

10 分钟，期间，陈师傅未作出任何还

击，一直等待民警赶到现场。

10 月 10 日，贵阳市公安局公交

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分别在花果园和

蔡家街两地， 分别将肇事的陈某和

杨某某当场抓获。

经审查，两人是内蒙古人。 事发

当天，两人酒后在事发地附近打车，

突遇公交驶入车站，其中一人因觉得

公交车“别” 了一下，两人借着酒劲

对陈师傅打骂。 事后，两人对自己的

行为称悔，并对陈师傅表达歉意。 目

前，两人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据悉，事件发生后，小河分公司

党总支书记谢彧和同事们于中秋节

当天来到陈师傅家，对其进行慰问并

给了 300元的奖励。

目前，公司正为陈师傅申报“委

屈奖” ，以表扬其遵守了公司“骂不

还口，打不还手”的规定。

目前，陈师傅因伤势并不严重，

仅是皮外伤，已返回岗位工作。

（本报记者 杨皓钧 王杰）

公交公司想给他发“委屈奖”

两外地男子借酒发飙，贵阳公交司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就两名外地男子殴打公交司机

一事，贵阳市公交公司总经理助理李

玮告诉记者， 贵阳公交每天要承载

150万人次的客运量， 会遭遇形形色

色的乘客，由于一些人对公交司机缺

乏相应的尊重和理解，导致公交司机

遭遇辱骂的事件时有发生。但作为一

个服务行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是每一个公交司机的职业准则。

李玮说， 对公交司机来说，其

实被当作“出气筒” ，在心理上的

创伤要远远大于身体上的创伤。 为

此，1995 年起， 公交公司便设立了

“委屈奖” ， 专门针对在乘务纠纷

中表现突出的司机进行相应奖励。

然而，这与能得到大众的尊重和理

解是无法比拟的。

据悉，该“委屈奖” 的奖金从

50 元至 500 元不等，公交公司已为

陈师傅申报了 200元的奖励。

贵阳市公交分局刑侦大队副队

长张勇表示， 公交车作为百姓使用

最为频繁的一种交通工具， 大家在

享受服务的同时， 对公交司机应报

以相应的尊重和理解。遭遇纠纷时，

一定要理性对待， 切勿一时冲动做

出伤害他人的事， 否则会受到相应

的法律制裁。 杨皓钧 王杰

多一分理解 少一分冲动

本报讯 昨日下午， 贵阳市民邓

先生遭遇了一件奇葩事：自己的车明

明标定只能装 45升汽油， 结果在加

油站加油时，显示加出了 47.59升。

邓先生说，昨日 14 时 30 分，他

来到位于三桥南路附近的一家中石

化加油站加油。 在油枪跳枪的一刹

那，他惊讶地发现，油表上竟显示出

47.59升的油量数值，比他爱车标定

的 45升油量多出了 2.59升。

不仅如此，邓先生说，他在加油

前，并未耗尽爱车内的全部油量，也

就是说，算上剩余油量，至少比爱车

标定的油量多出了 6升左右。

“究竟是加油机有问题，还是另

有其因？ ”邓先生疑惑不解。

很快， 中国石化贵州贵阳云岩

石油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赶到现

场。 通过调取现场监控发现，邓先生

在加油站使用的是 8 号油枪， 且加

油数值的确显示加了 47.59升。

据了解，根据有关规定，加油

机上显示的油量跟实际加到油箱

的油量， 两者误差不得超过±

0.3%。 但邓先生认为所加油已远

远超出了这个误差值。

该负责人解释，每隔半年，相关

质监部门会对加油机定期进行校

检，与此同时，加油站自身也会每月

进行自检，一旦发现异常，会主动上

报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校检。 此外，

为避免出现一些不法行为的发生，

对加油机采取的是加油机厂家、质

监局以及中国石化贵州贵阳石油分

公司三方进行三级铅封， 一旦有作

弊行为，会被当即发现。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即便如此，

也不能彻底避免加油机自身存在设

备故障的可能。 毕竟加油机属于机

械设备，使用期间肯定会存在磨损，

至于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 还需等

待相关部门的鉴定。

目前，邓先生使用的 8号油枪已

暂停使用，且加油站已联系相关部门

尽快对 8号加油机进行检查，如果真

的存在设备故障，将第一时间联系邓

先生，并给予一个满意的答复。 邓先

生对此表示认同。

（本报记者 王杰）

85861111报料人：邓先生

本报讯 开阳县一名 8 岁女童

因厌恶父母吵架，心生郁闷,选择离

家出走。 路人发现后欲对她进行帮

助时，她谎称“父母双亡” 不愿回

家，直到民警介入，联系到她家人。

10 月 7 日 13 时许， 在开阳县

南山社区开店的杨某夫妇发现，一

名女童独自站在路边 1 个多小时，

低着头不断叹气抹泪，样子很可怜。

两人走到女童身边询问时， 她哇哇

大哭起来，边哭边诉说自己的身世。

女童称， 她自幼就没了父亲，

今年 10 月 6 日 23 时许，母亲在家

突发心脏病，被 120 急救车送到县

医院后因抢救无效身亡，目前只有

她一个人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女童的遭遇让夫妻俩很揪心，

还萌生收养她的想法。 但两人询问

女童的家属信息以便对接收养工

作时， 女童却称什么都不知道，两

人便将她送到南山派出所求助。

民警问得小女孩所在学校后，

通过老师联系上了她的父母。 原

来，孩子的爸妈均在开阳县城关镇

上班，近日两人吵架颇多。 她因不

愿见父母争吵便离家出走。 而另一

边，她的父母正在四处找她。

当晚 19 时许， 孩子的妈妈来

到派出所，将女童接走。

（本报记者 张鹏）

贵阳一司机称遇奇葩事———

45升油箱 加出“47升油”

石油公司：将尽快查明真相，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答复

不堪父母吵架

八岁女童离家

被好心人发现后，她还

自编“悲惨身世” ，不愿回家

见路边有白色垃圾，热

爱环保的她去捡拾———

草丛蹿出毒蛇

咬伤12岁女孩

镇远民警与时间赛跑，紧

急送往医院，让其转危为安

贵阳市公交公司：

加油机显示已加出 47.59升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