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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 一段群众勇救

溺水儿童的信息在赫章朋友圈里盛

传，网友纷纷点赞救人者。 记者昨日

从当地警方了解到：原来，该男童落

水后被冲行 300多米，被一名路人救

起后陷入昏迷。 生死之际，两名女士

轮番采取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等急救

措施，将其从死亡线上拉回。

7 月 14 日 19 时 20 分， 赫章县

公安局白果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沈

某电话报警称：白果镇联星村，有个

小孩失足掉入河内被水冲走了，要求

派出所出警帮助查找。

接到报警后，白果派出所迅速组

织警力开展工作。由于事发地位于河

道上游， 派出所所在位置为河道下

游，处警人员迅速沿着河道下游从下

往上查找。 周边群众闻讯，也纷纷自

发加入到寻找队伍中。

19 时 25 分，一名热心的路人在

白果镇联星村东方红桥处发现落水

儿童并将其救起。由于长时间的降雨

导致河水暴涨，溺水男童从掉入河内

到被救起，已经被湍急的河水冲行了

300余米，处于昏迷状态。

见此情形，熟知急救知识的两名

女士对男童轮番进行人工呼吸和心

肺复苏，赶到的派出所人员亦及时疏

散围观群众，并联系 120急救中心。

经过 5分多钟的心肺复苏，溺水

男童逐渐恢复了意识。

民警见状，立即用担架将男童护

送到 120急救车上送医救治。 眼见男

童已苏醒，热心的救人者们纷纷散去。

记者事后了解，这名落水儿童姓

许，今年 7 岁，云南省镇雄县人。 当

日， 他与妈妈来到白果镇走亲戚，在

独自玩耍过程中不慎落水。

目前，落水的小男孩经抢救已经

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

康复治疗。

（李进 本报记者 张鹏）

7岁落水男童被救上岸时陷入昏迷，生死之际两女子挺身而出———

接力心肺复苏5分钟 孩子醒了

目前，男童已经脱离危险，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本报讯 贵阳一家公司的会计因

轻信 QQ 群内所谓的“老板” ，将公

司的 21.6 万元转至骗子账户。 7 月

23 日， 贵阳市云岩公安分局北京路

派出所向媒体通报称，由于受害人报

警及时，云岩警方启动“止付”系统，

10分钟便截流了剩余的 20.4万元。

据办案民警介绍，2017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14 时许，他们接到辖区内

一公司职员报案称，其公司的会计小

丽因轻信一 QQ 群内所谓的 “老

板” ， 导致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损

失了 21.6万元。

接警后， 云岩公安分局北京路

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查。期间，民

警通过受害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发

现，已有 2 笔 6000 元的款项被不法

分子转走。 为尽可能减少受害人的

损失，云岩警方当即启动“止付” 系

统，仅耗时 10 分钟，便截流了剩余

的 20.4 万元。 随后，警方又通过大

量的走访核实， 最终于今年再次追

回了被不法分子转走的其中一笔

6000 元的款项。

事后，该公司一负责人蔡师傅告

诉记者， 年仅 22岁的小丽是他们新

招的会计，案发当天，小丽被他人邀

请进入了一个 QQ 群， 而该群内的

成员、头像以及各自的称呼，都完全

符合公司内部人员的情况。

在此期间，不法分子通过冒充公

司内其中一名老总的身份，与小丽进

行了短暂交谈后，便提出了转款的要

求。 此时，已完全融入聊天情境中的

小丽，在未核实的情况下，很快便将

21.6万元转给了对方。直至公司负责

人收到银行的短信通知时，才发现不

对劲，随即通知公司员工报案。

据悉，被追回的 21 万元，今年 7

月 20 日返还到了该公司账户当中。

为了表达感谢，7 月 23 日上午，蔡师

傅还代表公司，给曾经帮助过他们的

北京路民警送上了旌旗。

对此，云岩警方提示，蔡师傅的

公司遭遇的是典型的非接触性诈骗

案，在遭遇类似领导通过微信、QQ、

电话、 短信和邮件要求转账汇款等

情况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期间，可

设法通过打电话， 或直接当面确认

等方式来核实对方身份的真实性，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本报记者 王杰）

轻信 QQ群内所谓的“老板”———

女会计将21万余元转给骗子

云岩警方启动“止付”系统，10分钟追回 20.4万元

本报讯 7 月 22 日， 一辆由成

都开往遵义的野外生存训练车，在

半路上因温度过高抛锚，车上的 10

名孩子，在 35℃高温下“烤”验了将

近 1小时。民警闻讯赶到后，帮他们

重新踏上旅途。

当日 16 时许，遵赤高速交警五

中队民警在习水境内巡逻时发现，

一辆中型普通客车打着警示灯停在

应急车道内，民警迅速上前处置。

经询问， 这辆川 A 牌照的客车

载有司乘人员共 14 人， 其中有 10

名小孩。 原来，当天，该车由成都开

往遵义开展野外生存训练， 但车辆

行至此处时由于温度过高发生故障

无法继续前行。

为保证乘客安全， 民警对车辆

的发动机性能进行了再次排查，在

确定车辆故障排除，可继续前行后，

这才引导乘客上车离去。

（王诚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7 月 22 日， 一辆如同

“耍杂技” 的小货车行驶在杭瑞高

速公路遵义段。 据悉，这辆小货车不

仅在自己的货厢位置叠了一辆小货

车，还在上面再叠了两台小车，形成

3层“叠罗汉” 。

据遵义市民覃先生称， 当日中

午 12 时许，他坐车从凤冈县经杭瑞

高速公路前往遵义时， 在湄潭境内

发现了这辆小货车。

覃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 这辆

红色小货车还没有安装货厢， 也没

有悬挂车牌，看样子还是一辆新车。

“小货车身上‘背’ 着和它应该

是同一款型的货车， 货车身上还并

排放着两辆白色电动车。 ” 覃先生

说，行驶过程中，上面的车辆不时晃

动。 视频显示，叠在第 2层的货车前

轮被卸下来， 绑在后方起固定两台

小车的作用。

7 月 23 日， 记者联系杭瑞高速

公路交警部门时， 对方称他们并没

有在辖区服务区或收费站截获该

车，因此无法对其实施处罚。

民警表示， 从覃先生提供的视

频看，根据相关规定，该车已涉嫌超

高违法行为，可对其处以记 1 分、罚

款 100 元的处罚， 并责令其整改后

方可上路； 如果没有按规定悬挂机

动车号牌，则会面临一次性记 12 分

的处罚。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民警称该车涉嫌超高违法，一旦查获，将被扣分罚款

四车“叠罗汉” 一路颤巍巍

本报讯 21 日 8 时许， 惠罗高

速路上，一辆核载 1.5吨的货车，整

整装了 20吨，因过度超载导致轮胎

爆裂，货车瞬间侧翻在高速路上。

据黔南高速交警四大队民警介

绍，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事发

现场， 只见惠罗高速 33KM 处，事

故货车已将护栏撞变形， 侧翻在快

速车道上，水泥散落一地。一地的水

泥和侧翻的车体占据了快速车道与

中间车道，造成该路段“肠梗阻” 。

驾驶员说， 当时货车上就只有

他一人，当他驱车行驶至该路段时，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右后轮突然

爆胎。由于车速过快，加上爆胎的瞬

间他把控不稳方向盘， 车辆瞬间就

侧翻在地，所幸他并无大碍。

经民警核查，该货车核载是 1.5

吨，实际载的水泥却有 20吨，已严重

超载，这也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紧急处置 6个小时后， 该路面

恢复正常通行。事后，驾驶员因严重

超载被处以扣 3分罚款 200 元的处

罚。 （吴丽英 张仁东）

货车“发脾气”

翻倒高速路

核载 1.5 吨装下 20 吨：

本报讯 近日，纳雍县警方在开

展“禁毒攻坚” 战役中，成功破获一

起特大贩卖毒品案， 抓获犯罪嫌疑

人 2 人， 缴获毒品麻古 1000 颗，净

重 99.11克。

今年 7 月份， 纳雍县公安局禁

毒民警在工作中获得线索， 辖区的

朱某和周某某欲在纳雍县贩卖毒

品。纳雍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

组织精干警力对两名嫌疑人的生活

轨迹展开侦查工作。

经大量走访排查， 侦查员获悉

嫌疑人朱某和周某某将于近期进行

毒品交易， 专案组民警根据该信息

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7月 18日凌晨 4时许， 专案组

民警在纳雍县高速收费站开展公开

查缉时， 在纳雍县高速收费站往乐

治方向约 800 米处公路上， 将正在

贩卖毒品的朱某当场抓获， 现场查

缴毒品麻古 5包。 经称量，疑似毒品

麻古可疑物 1000 颗， 净重 99.11

克。 接着，专案民警在纳雍县雍熙办

事处，将朱某的上线周某某抓获。

经审讯，朱某、周某某二人对贩

卖毒品麻古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某、朱某

已被纳雍县警方刑拘， 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吴高 张鹏）

■新闻速递

坐车去学野外生存， 结果中

途车辆抛锚———

35℃高温下

孩子“烤”了1小时

公路上贩毒

被当场抓获

警方缴获毒品麻古 1000

颗，净重 99.11克

两女子接力施救溺水男童

货车玩起“叠罗汉”

交警帮孩子们重新踏上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