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 月 9 日 5 时 34 分，

一辆停靠在桐梓县城一住房楼下的

货车起火燃烧， 因该车内全是易燃

物品， 冲天火光和浓烟将楼上住户

惊醒并疏散至楼下。 经消防人员扑

救，火灾没有危及楼房安全。

当日， 桐梓县消防中队接到群

众报警： 位于县城西门紫金名门后

面一货车起火。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发现，这辆货车内装的全是木材、塑

料材质的广告板等易燃物品， 此时

火势凶猛，火焰不断从车头冒出，如

不及时控制会殃及旁边其他车辆，

并危及楼房安全。

“当时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

被浓烟呛醒。 ” 附近楼房住户说，他

们打开窗户发现楼下发生火灾，于

是立即疏散至楼下。 部分未被惊醒

的住户， 则在听到消防车的警报声

后醒来，并自行下楼。

消防人员经过 10 多分钟的努

力将火势控制住。因车内货物堆积，

水很难扑灭底层货物余火， 消防战

士只得进入车内借助火钩、 消防斧

等工具将烧得焦黑的货物一件一件

卸掉，彻底清理余火。

（杨原位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家住水城县花戛乡的

邵某骑着摩托车赴约， 但醉酒之后

却“断片”了，始终想不起摩托车停

在哪里。当他已放弃寻找时，警方接

到报警发现“无主车” ，随后民警找

到了邵某。

8 月 4 日， 水城县公安局花戛

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 称有一

辆摩托车在镇卫生院内停放好几天

了， 一直未见人来认领， 怀疑车辆

“来路不明” 。

接到报警后，花戛派出所办案

民警立即前往了解情况，并将摩托

车推到派出所放置。 之后，民警四

处打听并查询车主，最终在群众的

帮助下，联系上了车主邵某。

8 月 5 日， 邵某接到派出所民

警的电话通知后，来到派出所。经现

场核实，该摩托车确实是邵某所有。

领回自己的摩托车后， 邵某激动地

连连感谢民警为他挽回了损失。

邵某的摩托车缘何停在医院没

去认领， 原来与他醉酒 “断片” 有

关。 据介绍，7月 30日，邵某骑着家

里的摩托车上街和朋友聚餐， 把车

停好后， 他便到指定的地点与朋友

开怀畅饮。 谁知邵某在聚餐桌上喝

得酩酊大醉，待醒来时，摩托车停在

哪里已完全没了印象，脑袋像“失

忆” 了一般。 无奈之下，邵某只能沿

途寻找和打听，但几天下来，还是没

有找到摩托车，这令邵某懊悔不已。

“我都已经放弃寻找了， 结果没想

到民警会通知我来认车。 ” 邵某

说。 （袁会 本报记者 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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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发电厂棚户区及周边旧城改造项目 G

（13）64 号地块红线范围内涉及被征收人彭锦

湘(身份证号 520102195809292427)坐落于南明

区花溪大道北段皂角井 9 栋 1 单元 5 楼 3 号房

屋需征收， 自 2017 年 9 月 21 日作出南府发

{2017}24 号《房屋征收决定》以来，经多方联

系彭锦湘未果。现延期征收期限将至，为保证其

合法权益不受损失。请彭锦湘见报后于 2018年

8月 15日前与征收现场办公室联系。 逾期将按

相关法规对其房屋进行处理。

联系地址： 南明区花溪大道皂角井电建宿

舍小区 16栋 1单元 203室。

联系人：徐元松 联系电话：13984150916

�������特此通知！

通 知

南明区房屋征收管理局

2018年 8月 11日

本报讯 8月 10日，湄潭县警方

通报称，一名身患多种疾病的男子，

为了挣钱给自己治病， 在该县假扮

“神医” 替人治疗癌症，诈骗 20 多

万元后，近日与协助作案的儿子，双

双被抓获。

湄潭县肝癌晚期患者张某，此

前在正规医院接受治疗。 今年 3 月

的一天， 她的妹妹张某某前往医院

探望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姐姐

介绍了凤冈县的“神医” 余某，并称

余的方子治好了自己儿子的病。

第二天，张某的丈夫胡某，将余

某接到湄潭县为妻子看病。“神医”

余某称能治好张某的病， 并让张喝

下他“做法” 后的“神水”等。 之后，

张某发现 “病情有所好转” ， 便对

“神医”能治好癌症的话深信不疑。

不过，在继续“治疗” 中，张某

病情起伏时， 余又称要继续 “做法

事”才能稳住病情。 之后，张某在家

人陪同下，前往余某家中，在一尊佛

像前接受“治疗” ，喝下“神水”等。

据称，张某在余家“治疗” 过程

中，“病情有所好转” 。同去的两个女

儿见状，也要求“神医”给自己看病。

在余某的“持续治疗” 三个月

后， 张某母女三人共花费 20 多万

元。 今年 6 月，张某病情加重，而两

个女儿也出现咳血症状。 后经医生

诊断，张某因没有正规治疗，肝脏功

能全部坏死，她的两个女儿，也因服

药不当、 长期饮用不洁净的水引发

疾病。

6月 25日，母女三人醒悟后，向

湄潭县警方报案。

7 月 25 日，涉嫌诈骗罪的“神

医” 余某，被湄潭县警方采取强制措

施，协助其“看病” 的儿子余某某被

依法刑事拘留。 据调查确认，余某身

患 10 多种疾病。 他承认，假扮“神

医”给张某三母女看病，目的只是骗

钱为自己治病。

8月 10日，湄潭县警方通报说，

在两名嫌疑人归案后， 办案民警通

过多种方式，为张某一家追回 10 万

元被骗钱款，并已于 8月 9日发还。

（李银 本报记者 黄黔华）

湄潭县一男子身患多种疾病后———

假扮“神医” 骗钱为自己治病

涉嫌诈骗罪已被抓，追回赃款10万元

本报讯 8 月 8 日下午 6 时许，

凯里城区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下

坡行驶的面包车突然刹车失灵，向

车流中冲去，所幸未殃及行人。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一

辆蓝色的面包车在下坡途中突然

失控， 猛地冲向正在排队等候红

绿灯的车辆。 面包车车速很快，眼

看就要冲进车流中， 此时驾驶员

绕过了车流继续朝前冲去， 在剐

蹭到一辆出租车和撞向路边石墩

后， 面包车拐了个急弯横在了马

路中间。

事后， 面包车驾驶员告诉民

警，其已有 10 多年的驾龄了，这是

他第一次遇到突然刹车失灵的情

况， 所幸当时没有行人过斑马线，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

伤，交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后，很快

叫来拖车， 将面包车拖到路边，使

交通恢复。 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

调查处理中。

（杨晓涓 陈世波 吴如雄）

本报讯 8 月 10 日上午，六盘

水市火车站附近一居民楼二楼住

户家中失火，浓烟滚滚，六盘水市

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执勤人员发

现后，第一时间搭梯子将困在二楼

阳台的一对母女救

出， 并将现场进行

隔离， 维护周边秩

序， 与消防部门协

作成功扑灭了火

灾。

当日 7 时 30

分许， 六盘水市交

警直属一大队二中

队执勤人员在六盘

水火车站路段执勤

时， 发现对面一居

民楼浓烟滚滚，火

情有向外蔓延趋

势， 执勤人员见状

立即上前查证。 随

后， 交警执勤人员

拨打了 119， 同时

向大队指挥中心汇

报， 指挥中心立即

通知消防车途经的

各中队进入紧急状

态，及时疏导交通，让消防车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

交警在现场发现，失火住户的

阳台上， 一对母女困于浓烟中，处

境危险。交警忙向周边住户借来梯

子，搭梯对母女进行施救，很快二

人在交警的帮助下回到地面。

被救后，惊魂未定的住户小李

说，当日上午 7 时许，她与母亲还

在家里睡觉，在半睡半醒中闻到了

烧焦的气味，惊醒过来时，发现家

里已浓烟滚滚，此时一楼的出口因

浓烟封锁已经下不去了，母女俩只

能向二楼的阳台跑去。但由于二楼

阳台距离地面太高， 不敢往下跳，

只得呼救，幸亏交警及时赶来对她

们母女进行了救助。

据介绍，经过交警、消防的通

力配合， 现场火势很快得到了控

制，8时许被完全扑灭。

经初步认定，火灾是由于老旧

电线短路燃烧引起的。因交通管制

积压了车流，加上高峰期车流量较

大，各个路口执勤人员疏导了一个

多小时，至 9 时 10 分，火车站附近

路段才恢复正常的交通秩序。

（赵雄 本报记者 高松）

本报讯 一名同案在逃人员以

丈夫的名义去看守所给一名女在

押人员送生活费，结果，其身份被

民警识破，当场被抓获。

8 月 3 日上午 10 时许，凯里市

公安局看守所值班人员秦警官如

往常一样处理接待工作。 这时，接

待大厅外走来了一名中年人，这名

中年人自称是在押人员陈某的“丈

夫” ，要为她上账（送生活费），随

后便将一张名叫林某的身份证从

窗口递给民警。

秦警官接过身份证核准后正

准备登记，突然发觉这个名字极其

熟悉，她迅速查看信息系统，发现

陈某的同案人员名单里林某赫然

在列。 秦警官当即断定窗外的人员

即为陈某的同案在逃人员。 为稳住

林某，秦警官谎称打印机出现故障

暂时打不出账单让对方稍等，随即

离开窗口到内值班室，将情况向看

守所所长吴彤汇报。

吴彤马上与办案单位联系，恰

巧办理陈某赌博案的黄平县公安

局民警正在凯里市看守所内办事，

在看守所民警和值班人员的配合

下，林某被抓获。

经查， 林某与陈某系同案同

伙，因开设赌场一案，林某于今年

2月被黄平县公安局列为网上逃

犯。 目前，在逃人员林某已被移交

黄平县公安局。

（黄睿 黄达豪 吴如雄）

同案犯胆大 看守所内探监

警官一眼识破将其抓获

六盘水一住户家中失火———

母女被困二楼 交警搭梯救人

凯里街头惊险一幕

面包车失控

酿交通事故

醉酒“断片”

忘了车停哪

■新闻速递

车主寻找多天无果， 民警

帮助他找回

居民睡梦中

楼下货车起火

住户紧急疏散， 火灾未危

及楼房安全

余某“治病”的场所

交警搭梯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