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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1 日傍晚， 一则

“1 月 31 日至 2 月 22 日期间不予

办护照” 的消息在不少贵阳市民的

微信朋友圈里传播， 随即引发了大

量关注。 1 月 12 日，记者向贵阳市

公安局出入境分局核实， 该条信息

为不实消息。

该消息称： 由于公安部出入境

中心春节放假提前关闭系统， 提醒

没有办护照的客户抓紧时间办理，1

月 31日至 2月 22日期间不予办护

照。所以，想在春节期间和 3月份出

境旅游的广大客户要抓紧时间办理

护照。消息下方，还配发了一张俄罗

斯旅游宣传海报。

记者了解到，该消息发出后，引起

不少市民的关注。与此同时，部分市民

也对该消息的真假一时难以分辨。

1 月 12 日，记者就此事向贵阳

市公安局出入境分局进行了核实。

贵阳市公安局出入境分局受理科科

长王伟表示，他们并未发布任何不

办理护照的信息，也暂未收到上级

部门通知。 同时，发现该条信息在

朋友圈传播后，他们也向上级部门

进行反映和核实，但“公安部出入

境中心因春节放假提前关闭系统”

及“1月 31日至 2月 22 日期间不

予办护照”的说法都是空穴来风。

王伟表示， 请广大市民不要轻

信来自不明渠道的信息。 出入境分

局工作日都正常上班， 每天上班时

间为上午 9点至下午 5点， 中途不

休息。如果上班时间有变动，将提前

通过正规网站及分局的微信、 微博

等进行发布。 （本报记者 张鹏）

1月 31 日至 2 月 22 日———

本报讯 3 岁的小女孩， 自己

竟能从 29 楼坐电梯离家， 你相信

吗？ 1月 11日上午，这样的事就发

生在贵阳市民乔先生家，所幸好心

市民和民警及时相助，这才将他走

丢在街头的女儿寻回。

当日上午 9 点 24 分， 南明公

安分局第一网格在开展巡逻时接

到终端指令： 在花果园亚太中心，

有人捡到一名走失的小女孩。

网格民警赶到现场发现，一名

3 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路边，一直

哭个不停。 市民发现她找不到父

母，便报警求助。

由于小女孩哭闹不止，民警何

丁随即在一旁的小卖部买来一颗

棒棒糖给她吃， 并不断安慰她，小

女孩这才停止了哭泣。

在民警的安抚下，小女孩说她

家住在学校旁边，民警便带着她来

到位于花果园 V 区的北京八中分

校。 不过，小女孩并不知家的具体

位置，且不能描述回家路线及父母

联系方式，民警只好带着她在学校

周边寻找走访。

经过 20多分钟的走访，民警途

经花果园 V区 9栋附近时， 发现一

男子正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 何丁

上前询问得知， 该男子正是小女孩

的父亲。此时，小女孩的母亲也赶了

过来，抱着女儿失声大哭起来，并连

声向民警道谢。 民警核实两人的身

份后，将小女孩交给了他们。

据了解，走丢的小女孩名叫雯

雯（化名），今年 3岁。雯雯的父亲

乔某介绍，当天上午，他和妻子一

早就去上班了，奶奶要送雯雯的姐

姐去上学，就让雯雯一人在家看动

画片。 不料奶奶回家时，发现房门

开着，而雯雯没在家中。

“我们家住 29 楼，娃娃是怎

么走丢的呢?” 得知雯雯走丢的消

息后，乔某和妻子十分着急，迅速

回家寻找。 调取小区监控后，他们

发现，原来当天奶奶出门时门没有

关上。 奶奶刚走不久，雯雯便自己

走出了家门， 并学着大人的模样，

自己坐电梯下楼了。最后迷路在路

边哭泣，直到被市民和民警发现。

“好险，还好得到好心市民和

民警的帮助，不然发生意外该怎么

办。 ” 事后说起此事，乔某仍感到

后怕，并表示今后将照看好孩子。

(本报记者 张鹏)

街头迷路大哭，幸得市民和民警帮助

3岁女孩 独坐电梯下高楼

这个期间不予办护照？ 假的！

本报讯 和同学在课间玩耍，

一不小心笑得忘我，将口中弹珠吞

入肚子，于是，这颗直径约 1 厘米

的弹珠在这名男孩的肚子里呆了

一个月。 1 月 11 日，贵阳妇幼保健

院的医生在内窥镜的帮助下，从男

童体内取出了这颗弹珠。

记者在贵阳妇幼保健院的病

房里看到了这名男孩张宇 （化

名），他刚刚取出了这颗弹珠，张宇

今年 11 岁， 是麦格乡小学 5 年级

的学生。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消

化内窥镜中心医生全小丽告诉记

者，张宇已经将弹珠吞入腹中有一

个月的时间，他们在检查的过程中

发现这颗弹珠仍然停留在身体肠

道的位置，然后通过内窥镜，用一

次性的网兜套圈住，并成功地将弹

珠取了出来。

看着医生刚刚取出的弹珠，张

宇告诉记者，弹珠是他在课间休息

时无意中吞下的。 “晚自习时把弹

珠放在嘴里和同学们玩，他们逗我

笑，我没注意，一下子就吞了。 也没

有什么其他感觉。 ”

张宇的妈妈说，先前她们并没

有在意， 发现弹珠一直没能排出

体外， 将近一个月了才开始四处

求医。

全小丽表示，圆形的塑料珠子

有可能会自行排出体外，但由于该

孩子体内是比较重的玻璃弹珠，所

以弹珠卡在肠壁之间，没能自己排

泄出去。“这颗弹珠直径约 1厘米，

自行排出体外的可能性不大。 ” 全

小丽说，注重孩子的日常安全防护

十分必要。

据悉，儿童吞咽异物已不是什

么稀奇事，该科室平时取出的异物

大部分是硬币、纽扣、还有小孩子

平时玩耍的小玩具等。 全医生提醒

广大家长要引起重视，要让孩子远

离这些危险源。 玩具不宜过小，能

含入口中的玩具， 不要给孩子玩。

培养孩子安静吃饭的习惯，别一边

吵闹、跑跳，一边吃饭。 孩子哭闹

时，不要强制喂食。 不要给孩子吃

花生、瓜子、豆类、果冻等容易噎到

的食物，就算要吃，也要捣烂，带核

的食物要先去核。

（本报记者 张梅）

课间逗乐

男孩误吞弹珠

一个月后，医生用内窥

镜将弹珠取出

本报讯 9 岁男孩因考试不理

想,被家长批评后离家出走，最终

在二环路上走了 5 公里，获得民警

帮助与家长取得了联系。 事后，小

男孩家长也自感有愧，表示将多关

心孩子。

1月 12日下午 14时 30分，云

岩区公安交管分局民警巡逻至西二

环中坝立交桥三桥汽配城匝道口路

段， 发现一名小男孩走在最右侧车

道上。为了保证男孩安全，他们停车

将小男孩拦了下来询问情况。

经过询问了解， 这名小男孩 9

岁， 当天随同父亲到观山湖区世纪

城上班时， 因这次期末考试考得不

理想被父亲责备。 男孩心里有些委

屈，中午就谎称自己回家，独自离开

了父亲办公室， 从北京西路一直走

到二环路上，准备走到花溪婆婆家。

“他走了大约有 5 公里，二环

路上的汽车车速快太危险，我们不

能让他继续走下去。 ”民警说，经过

耐心沟通，男孩告知了家长的电话，

15时许，孩子的父母都赶到现场来

接孩子，向交警表示感谢和歉意。

事后，小男孩的家长没有再责

备孩子，反而感到有些自责。 他们

说，这是一次教训，今后将更加关

注孩子的学习及心理健康。

（本报记者 李强）

9岁男孩考差挨批 赌气出走

走了 5公里后，巡警通知家长将其接回

本报讯 遵义市播州区一妇女，

因在地里套种了几棵“火锅菜” ，被

当地警方行政拘留。 原来，该妇女种

的不是普通的菜，而是罂粟苗。

1 月 12 日 9 时许， 播州区铁

厂镇组织全镇干部开展禁种铲毒

调查工作。派出所民警在对铁厂镇

西花村一农户菜园进行查看时，发

现该户菜园的茼蒿菜地中，有几株

菜苗非常“特别” ，经辨认，这些菜

苗竟是毒品植物罂粟苗。

经询问， 菜地主人唐某承认这

些“菜苗”是她所种，唐某称是想种

来煮火锅吃，因担心被发现，这才套

种在茼蒿菜地里，以图蒙混过关。

经现场清点， 唐某所种的罂粟

苗共 71株，民警将其铲除，并对唐某

处以 5日行政拘留。（陈俊 黄宝华）

地里套种罂粟苗 自称为了“煮火锅”

警方铲除罂粟苗

民警在不断安慰小女孩

本报讯 为了创造安全有序的

辖区环境， 做到还路于民，1 月 12

日，沙南社区城管部组织 20 余名执

法人员，专项治理辖区私设地锁、地

桩行为。 当天，共拆除和清理大理石

路片子山小区、 保安花园等小区的

30多个地桩、地锁及锥筒等障碍物。

据了解，随着汽车逐渐普及，辖

区一些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的车主

为了停车方便， 私自安装了不少各

种锁车桩， 有些安装在人行道的路

肩，有些则直接安装在消防通道上。

这些在公共空间私设的锁车桩，影

响了原本整洁通畅的小区和街巷环

境，也增加了安全隐患，群众对此反

映比较强烈。为此，沙南社区开展了

此次拆除地锁行动。在清除前，城管

执法人员还专门在辖区内醒目位置

张贴了温馨提示， 动员居民限期自

行清理， 但仍有部分业主在小区和

人行道上违规“占位” 。 1月 12日，

行动开展期间， 城管执法人员先劝

告住户自行拆除， 对于拒拆住户的

地锁进行了强制拆除。

下一步， 沙南社区将继续加大

巡查和整治力度， 发现一起拆除一

起， 并欢迎居民群众拨打电话

（0851-85775037）对私设地锁现象

进行举报。 （邵志红 赵松）

拆除违规地锁

方便居民通行

沙南社区：

■新闻速递

本报讯 一男子在贵阳市修文

县犯下盗窃案后， 用假名在外潜逃

了 3 年。 近日，以为“风声” 已过的

他出现在安顺市平坝区， 面对抓捕

的刑警，他还想用假名蒙骗，但终究

被民警识破。

2017年 12月初，平坝区公安局

在开展网逃人员排查工作中， 发现

网逃人员郑某和女朋友罗某时常在

贵安新区一带出没。 侦查队员随即

对罗某进行监视， 想由此来找到网

逃人员郑某踪迹。

2018年 1月 7日 12时许，侦查

队员发现罗某和一男子进入夏云镇

某娱乐场所， 该男子长相特征和郑

某极为相似。 侦查员立即通知区局

刑侦大队， 后者组织警力前往该娱

乐场所， 于当晚 9 时许将犯罪嫌疑

人郑某抓获。 抓捕中， 郑某非常淡

定，坚称自己不是犯罪嫌疑人郑某，

还随便编造一个“假名” 来蒙骗刑

警。经过一番询问后，刑警出示了郑

某之前的照片，他顿时鸦雀无声，最

终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据了解， 郑某于 2015年 7 月 3

日伙同罗某、 刘某在修文县盗窃电

缆线， 之后一直被公安部门网上追

逃。 潜逃两年后，郑某认为“风声”

已过，于 2017 年 6 月，从省外回到

贵州，暂时住在女朋友罗某家。

目前， 郑某已被移交到修文县

公安局作进一步处理。 （张鹏）

男子涉案外逃 3年

回来就被刑警抓捕

认为“风声”已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