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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6 日，一位八旬老

人不慎摔倒后睡在十字路口，因担

心老人着凉，特巡警队员便坐在地

上， 让老人靠在自己的腿上 20 余

分钟，直到老人家人赶来。

当天上午 10 点， 平坝区公安

局特巡警大队巡逻至城区北门十

字路口处时，发现很多群众围在路

中间，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 特巡

警队员下车查看发现， 一位 80 岁

的老人睡在地上，有群众想扶老人

起来，可老人固执，坚决拒绝他们

帮助。

特警队队员试图将老人扶起

来，可老人还是挥着手不让任何人

扶她。 当时地上还有些水，怕老人

着凉，一名特警队员便直接坐在地

上，让老人靠在自己腿上，不断安

抚老人，劝她先到路边坐着，有什

么事再好好商量，可老人还是一直

僵持着。

特警队员向周围群众打听后

才知道， 老人住在平坝驾校那边，

经常与子女吵架，今天也是因吵架

才赌气出来的。

老人的子女赶来后，老人还是

不听劝导，为了老人的安全和疏导

交通，特巡警队员与老人家属只能

先把老人抱到路边进行劝导。 通过

二十分钟的劝导，老人才答应跟其

子女回家。

（王勇 本报记者 张鹏）

特警坐地上 为老人当“枕头”

八旬老人雨后摔倒，怕老人着凉———

本报讯 7 月 6 日，两名男子为

庆祝在赤水市被拘留的好友期满

释放，高调地买来烟花，到拘留所

前燃放，引起警方注意。 经对二人

尿检，结果显示，两男子均涉嫌吸

食毒品， 朋友倒是拘留期满出来，

但他俩却双双进去了。

7 月 6 日， 赤水市公安局金华

派出所接到消息：在赤水拘留所前

山坡上，有人燃放烟花，但当天当

地并无居民有任何红白喜事，事情

非常蹊跷。

接到通报后， 金华派出所民

警迅速出警，将燃放烟花者传唤

到派出所询问。 经询问，燃放烟

花的男子，分别是四川合江县人

廖某、赤水市官渡镇人刘某。 当

天，二人特意从四川省合江县驾

车到赤水市行拘留所接好友何

某。 半个月前，何某因吸食毒品，

被赤水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当天正是何某拘留期满回

家的日子。

据悉，在来到拘留所前，廖某

二人就商量好， 这次接好友何某，

既要体面又要有意义，所以就买来

一大筒烟花到拘留所门前山坡上

等候，看到何某出来，二人将烟花

点燃，在一阵噼噼啪啪声中跑去迎

接何某， 正当 3 人准备驾车离开

时，被民警传唤。

在询问廖某和刘某过程中，民

警发现，二人神色慌张，说话支支

吾吾，急欲脱身，便对二人进行尿

检，结果均呈阳性。 在事实面前，廖

某、刘某对吸食毒品冰毒的违法事

实供认不讳。

目前，廖某、刘某已被赤水警

方行政拘留，案件还在办理中。

（李旭 王长育 黄宝华）

拘留所前放烟花 庆祝朋友释放

经查两人系吸毒人员；结果：朋友出来了，他俩却进去了

本报讯 7 月 8 日凌晨，六盘水

一名老人误食高锰酸钾外用片，导

致胃里如火烧一般疼痛，家人在深

夜送医却打不到车，危急关头幸遇

巡逻交警帮助。

7 月 8 日凌晨 00:45 分许，六

盘水交警直属一大队月照中队执

勤人员在当地一水泥厂家属区巡

逻时，有几名市民焦急地向交警求

助，让交警帮忙“救命” 。 求助者

称，家中老人在吃药时，错把高锰

酸钾外用片吃到肚子里了，需要马

上送医院，但由于时值凌晨，他们

打不到车。 接到求助后，交警立即

叫家属与老人上了巡逻警车，快速

将老人送至水钢医院救治。

据悉，老人姓向，今年 69 岁。

在就医时腹痛难忍， 头晕恶心，自

称胃里像火烧一样疼痛。 经医生检

查，确诊为高锰酸钾中毒，引起了

胃灼伤。 随即，经过催吐与洗胃后，

老人脱离生命危险。 目前，仍在留

院观察中。

（赵雄 本报记者 高松）

本报讯 近日，平塘县公安局

破获一起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谎

称“有关系” 低价售房，骗走一买

房人 16余万元现金。

据了解，2017 年以来，平塘房

价陡然从每平方米 2000 多元涨

到了 3000 多元，当平塘县某楼盘

开盘的时候， 都匀市民韩先生想

找到“门路” 拿到折扣价，于是四

处向朋友打听，看能不能找到“关

系”拿到低价房。最后他通过朋友

介绍， 认识了一名自称是楼盘内

部人员的黄某， 黄某称能通过暗

箱操作给他最实惠的价格拿最好

的房。

为了让韩先生相信自己，黄

某多次邀请韩先生到楼盘看房。

韩先生很快就与黄某达成协议，

转给黄某第一笔购房款， 委托其

定购到 “关系房” 。 韩先生上钩

后， 黄某又制作了虚假装修工程

申报登记表、 买房业主产权押金

收据等，继续骗取韩先生的信任，

套取资金。

自 2017 年 4 月至 6 月，韩先

生通过微信、 支付宝及银行卡转

账方式， 先后累计转账人民币 16

万余元给黄某。 后来，韩先生发现

黄某电话不通，微信不回，人找不

着，这才意识被骗，于 6 月中旬向

贵州省平塘警方报案。

近日， 平塘警方将黄某抓捕

归案。 日前，诈骗犯罪嫌疑人黄某

已被平塘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记者 陈问菩）

想买低价房

被骗16万元

都匀市一男子轻信

朋友忽悠

误食高锰酸钾 老人胃如火烧

送医深夜打车难，巡逻交警伸出援手

在锦屏县彦洞乡仁丰村，一株生长在四合院正中央的桂花树，被人称为“房包树”

据村主任张俊雄介绍，这株长在村小的“九月桂” ，距今六七十年，成了当地的一道景观，常年四季青翠，每年

九月，这株树就开满花，每年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看。 杨函祥 吴如雄

锦屏仁丰村 有株房包树

本报讯 7月 8日，为期 11 天的

中国凉都红色文化收藏展在六盘水

凉都印象城印象酒店拉开帷幕。

贵州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

的地方，1930年至 1936年间， 红七

军、红八军、红三军、中央红军、红

二、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足迹遍

布全省 68个县市。

此次红色文化收藏展， 由凉都

民间收藏爱好者携手省内外藏友，

一起向凉都人民展示凉都民间红色

文化收藏概况， 展会共展出了 3 万

多件红色藏品，包括瓷器、像章、书

画、 集邮等。 （本报记者 高松）

六盘水举办红色文化

收藏展

3万件藏品

重温红色记忆

本报讯 7 月 8 日，中国消化病

学术会议在遵义召开。

据悉， 本次会议由中国医学装

备协会消化病分会和贵州省医学会

消化病学分会主办， 遵义医学院附

属医院承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消化

内科、消化内镜科、肝病科等 1500

多位学界专家出席会议， 并将举办

100余场不同形式的学术讲座。

在 8日开幕式后， 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樊代明院士，作了题为《整

合医学》的专题讲座。 樊代明院士

表示， 遵义在消化病领域与国内大

城市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 某些方

面甚至还走在全国前列， 如早期消

化道肿瘤的诊断， 甚至高于全国水

平， 这也是选择在遵义召开此次学

术会议的重要原因。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消化病学术会议在遵义召开

千名医学专家

聚集遵义论道

本报讯 7月 3日，惠水特巡警

大队重拳出击， 成功在惠水一酒店

内抓获涉嫌吸食毒品人员 4名。

当日凌晨，惠水警方接到报警

称： 在惠水某酒店内有人聚众吸

毒。 特巡警大队三中队队员立即赶

赴现场处置。 民警到达现场后，迅

速封控该酒店所有出入口，通过查

看酒店内的监控视频发现，酒店内

确实刚有一男三女入住， 暂住 403

号房间内。

获此情况后， 该中队民警立即

赶赴该房间，以“送水” 名义引诱嫌

疑人开门， 进入房间内成功将在场

的犯罪嫌疑人控制， 并查获冰毒若

干及大批吸毒工具。审讯时，嫌疑人

龙某、杨某、袁某、龙某四人对相约

于惠水酒店内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案件已移送

当地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王江福 本报记者 张仁东）

四人相约吸毒

特警一网打尽

事发惠水一酒店，案件

仍在处理中

救助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