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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乘客抢方向盘 司机获奖
奖500元，同时上报“
公交好人” 评选
本报讯 因成功制止乘客争抢方
向盘的行为，昨日下午，贵阳公交车
司机赵涛获得了公司通报表扬及
500 元现金奖励，同时获得上报公交
集团 11 月“
公交好人” 评选的表彰。
“我起步之后，他说他错过站
了要下车。 ” 赵涛回忆 11 月 3 日晚
上 22 时 82 路车上的事情经过，按
照规定， 车辆起步离站后就不能停
车，他解释之后，该乘客执意要求下
车，这时车辆已开出约 200 米，这名
乘客就上前来“
动手” ，先是拉扯变
速杆，后挂到方向盘。“
朱显路口是
双向车道，比较窄，我不知道他会做
出什么举动，当时我就立马停车，大
吼了一声，他就停了。 ” 赵涛说，在
制止乘客之后， 他报警交由警方处

置。目前，该乘客因涉嫌违法已被公
安机关行政拘留。
“
希望每位乘客都能耐心点配合
驾驶员，以免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 赵
涛说， 他每天驾驶 82 路公交车最注
重的就是乘客的安全，他真心希望各
位乘客配合驾驶员，文明乘车。
“驾驶员又身兼安全员，必须
具备良好的素质和责任心。 ” 贵阳
公交集团总经理孙林说， 在应对紧
急情况时， 每一个驾驶员需要严格
按照《驾驶员治安防恐问题：二十
八个怎么办》手册进行处理。 另外，
公交集团将对勇敢、 积极应对紧急
情况的驾驶员给予表彰和鼓励，共
同营造文明的公共交通秩序。
（本报记者 陈玲）

■新闻速递
凌晨高速隧道里
两根大圆木“拦路”
管理部门紧急出动排险，
最终消除所有安全隐患

司机赵涛接受表彰

在贵阳病倒，短短几天，热心网友助他 5 万元——
—

河南患病民工 昨日顺利手术
医生称救治希望很大；目前进入后续治疗，爱心仍在继续
本报讯 河南民工申文立罹患
癌症不幸病倒一事经本报报道后，
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期间，
不少爱心人士通过网上募捐的方
式，为申文立筹集了 5 万元善款。昨
日上午，申文立顺利完成手术，医生
称，救治希望很大。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贵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第三住院楼时，申文
立在家人的陪伴下，正在等待进入
手术室。
非常感谢给我爸爸捐款的热
“

心市民，幸亏有他们的帮助，爸爸才
能进行手术。” 申文立的儿子小申告
诉记者，经过网上募捐，他爸爸成功
筹集到了手术所需的 5 万元费用。
上午 8 时 30 分，申文立在医务
人员的护送下，被推进手术室。 在经
历了长达 5 个小时的手术后，13 时
30 分左右，申文立被推出了手术室。
“
手术非常顺利。 ” 申文立的主
治医生詹玮说，手术过程中，他们发
现申文立的升结肠处被肿块堵塞了
肠道， 仅容一根手指勉强通过。 目

前， 他们已把肿瘤以及多余的淋巴
组织切除。 随后，詹医生向申文立家
人展示了被切除的升结肠病变组
织，足足有两个拳头一样大。
据小申介绍，父亲手术结束后，
还存在发烧、呕吐、影响正常呼吸等
术后风险， 近段时间只能在床上慢
慢休养。另外，从申文立体内取出的
肿瘤组织已送去化验， 由于切除物
较多，詹医生表示，需要一个星期才
能得出化验结果， 之后再确定具体
的抗癌治疗方案，总的来说，后续救

治的希望很大。
“
从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默默
地帮助我们，我和家人非常感动。 ”
申文立妻子李广芝说， 经过这几天
热心人士捐款， 她深切感受到了贵
阳这座城市的温暖， 同时也希望更
多热心人士能够在后续治疗上，帮
他们渡过难关。
事后，记者了解到，申文立还需
要接受后续治疗，至少还需要 12 万
元左右的治疗费。
（实习记者 陈佳艺 罗林）

本报讯 昨日凌晨，遵义凉风垭管
段两岔河隧道里， 横着货车掉落的两
根重达 100 公斤的大圆木。 为防止重
大车祸的发生， 遵义营运管理中心的
工作人员立即出动， 最终消除所有安
全隐患。
昨日凌晨 2 点， 遵义营运管理中
心凉风垭桥隧站工作人员接到救助电
话：“我货车装载的圆木不知道在高
速公路的哪里掉了？ ” 此时高速公路
上的车辆较少，但多为大型货车，一旦
撞上必是大事。 工作人员立即出动，在
该辆货车经过的路段展开快速巡查。
凉风垭管段内有一段比较特殊的
路段：15 公里的长下坡，所有隧道均在
此路段内， 看着向前驶去的一辆辆货
车、轿车，找到圆木迫在眉睫。当巡查至
两岔河隧道时，工作人员突然看见前方
一根长约 5 米、 直径约 30 厘米、 重达
50 公斤的大圆木斜躺在行车道上，工
作人员迅速兵分几路，一队人马快速在
圆木后方摆放安全锥等警示标志，一队
人马引导后方车辆减速变道，另一队人
马则合力将圆木搬上应急车。 随后，工
作人员继续驱车前行，在经过落龙寺大
桥时，另一棵同等大小的圆木横在行车
道上， 工作人员立即将其搬运上车，最
终消除所有安全隐患。
（黄富彬 张桃 王芳）

民警让“
黑户” 青年交代盗窃
详情，他居然谈“
条件”

遵义播州区街头 “
火车” 冲向人群
系无人驾驶的面包车自燃；多部门及时处置，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本报讯 昨日上午， 遵义市播
州区一辆面包车突然起火，并沿坡
道滑向人群。 所幸当地公安、消防
及时处置，火情被扑灭，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
据网友提供的视频显示， 这辆
起火车辆在一条狭窄的小街内滑
动，车头已燃起大火，现场一片尖叫
之声。画面上，有民警正在现场疏导
人群。
记者从播州区消防部门了解
到， 该起火面包车系停在播州区西
大街一巷道里。当天上午 9 时 10 分

左右， 这辆无人驾驶的面包车突然
自燃， 然后失控沿着坡道往下滑动
80 余米，最终撞上道路一侧的绿化
带这才停了下来。
据悉， 因事发时间系上午高
峰时段，路过群众较多，担心起
火面包车伤及其他车辆行人，当
地交警铁骑、特警、消防等及时
赶 到 现 场 处 置 ， 经 过 30 分 钟 的
扑救，起火面包车被扑灭，未造
成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还在进
一步调查中。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正在燃烧的面包车

租用伪基站 发送短信进行诈骗
三人团伙诈骗 1.7 万余元后，分别被判处 3 年至 5 年刑期
本报讯 遵义市习水县 3 名男
子，租用伪基站以工商银行名义强
行向用户发送诈骗短信，共计发送
20万余条， 导致 4 人受骗 17000 余
元。 11 月 6 日，经法院审理后，分别
判处 3 人 3 年至 5 年刑期。
去年 10 月，习水男子任某以每
天 1000 元费用，租用他人无线电发

射设备（即“伪基站” ），以发送带
有钓鱼网站的短信实施诈骗活动。
同年 10 月 25 日， 任某携带两套伪
基站返回习水县， 并以每天 800 元
的佣金，分别雇佣王某、罗某驾车装
载该设备，实施诈骗。
之后，王某、罗某以开车流动作
案的方式， 在遵义市境内搜索该设

备信号覆盖范围内的移动通信用
户，并强行连接，然后以工商银行客
服号码 95588 的名义， 向用户发送
诈骗短信共计 205075 条。
据悉，在收到诈骗短信后，有 4
人信以为真上当受骗， 被骗金额共
计 17298 元， 同时造成移动公司直
接经济损失 6 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3 被告人的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且任某、罗某还
有前科。 法院一审判决任某 5 年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3 万元；判决罗
某有期徒刑 4 年， 并处罚金 2 万
元；判决王某有期徒刑 3 年，并处
罚金 1 万元。
（本报记者 黄宝华）

“
帮我办户口
我就全部坦白”
本报讯 近日，遵义市青年孙某在
当地砸门入室盗窃多次，被警方抓获。
在民警办案中，孙某提出“帮我办户
口，我就全部坦白” 。 据介绍，孙某因
家庭自身原因，一直未申报户籍，他也
因此四处漂泊。
今年 9 月 22 日，遵义市汇川区昆
明路一商铺被砸门盗窃。 大连路派出
所民警于 9 月 27 日将戴着黑口罩、黑
帽子出行的嫌疑人孙某抓获。
在民警办案过程中， 孙某最初拿
出一个他人的身份证，谎称自己姓陈。
但民警查证发现， 几天前辖区一餐馆
员工宿舍被盗物品中， 恰好有这个身
份证。 孙某的谎言被戳穿后，承认了 4
起砸门入室盗窃案， 但拒绝进一步交
代。 “
我没户口，你们帮我把户口办好
了，我就全部坦白。 ” 孙某说。
对于孙某的“条件” ，民警虽又气
又恼，但从户籍管理的层面考虑，还是
前往孙某老家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
进行调查、核对信息，协调深溪镇派出
所，为他办理了户口。 在户籍办理过程
中， 孙某提出要用出生证上的名字登
记，被当场拒绝。 “
他之前作案被处理
的案底，用的是孙某健，现在换个名字
登记， 就等于帮他 ‘漂白’ 犯罪记
录。 ” 民警说，10 月 12 日，最后以孙某
健为其登记， 将其出生证上的名字作
为曾用名登记。
11 月 7 日，遵义市汇川区公安分
局大连派出所通报该案时说， 孙某因
涉嫌盗窃罪，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记者 黄黔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