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赫章县城关镇

某 KTV 内， 两名女子酒后殴打

服务员， 并对前来处警的民警进

行辱骂及抓扯。因涉嫌寻衅滋事，

两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

15日的处罚。

22 日晚 23 时许， 赫章县公

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 110 指挥中

心指令称， 城区某 KTV 有人闹

事。

民警到达现场了解得知，39

岁的女子付某与他人在 KTV 内

发生争吵，争吵过程中将包房内

的东西砸坏。 工作人员发现后用

记录仪录像，付某便动手殴打工

作人员。 而赵某（女，30 岁，赫章

县妈姑镇人）得知其二姐付某与

人发生争执后， 便赶来帮忙，对

KTV 工作人员进行殴打。

当民警准备将双方当事人带

回派出所时，遭到了付某、赵某的

阻拦， 二人对出警人员随意辱骂

并进行拉扯。在劝阻无效后，出警

人员强制将付某、 赵某二人传唤

到城关派出所调查处理。

在派出所内，民警将付某、赵

某约束至酒醒。

因涉嫌寻衅滋事， 公安机关

分别对付某、 赵某二人作出行政

拘留 15日的处罚。

（李进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讯 嫌疑男子李某，眼见室

友价值 7000美元的名贵手表，一时

心生贪念， 将其盗取后， 以低价变

卖。 8 月 27 日，云岩公安分局中华

派出所向媒体通报称， 目前嫌疑人

李某已被警方抓获归案。

据办案民警介绍，8 月 21 日，

受害人罗先生报案称， 其一块价值

7000美元的万国牌手表被盗。

民警调查得知，2018 年 5 月，

因工作原因， 罗先生与嫌疑人李某

成为了合租伙伴， 平时两人相处也

较为融洽。然而，自罗先生在李某面

前展示过其名贵手表后不久， 便发

现自己的手表被盗。 当其询问李某

时，对方却含糊其辞，无奈之下，罗

先生最终报警。

为了进一步核实案情， 民警当

即找寻到了李某， 李某很快便承认

了自己盗窃室友罗先生手表一事。

据李某交代，案发后，他将手表

就近在富水北路一典当行内，以

18500 元的价格进行了变卖， 而所

得的赃款，早已被他挥霍一空。

依据李某所供认的情况， 民警

当即找到该家典当行， 并追回了罗

先生被盗的手表。对此，该典当行的

负责人表示，这一块万国手表，的确

是李某拿来变卖的， 但当时对方只

称购表的发票弄丢了， 并不知道这

是李某盗窃来的赃物。而现如今，该

典当行花 18500元“收” 来的名表，

最终一分钱没赚到。

事后，记者了解得知，《典当管

理办法》中明文规定，典当行在进

行交易期间， 必须查验当物的来源

及相关证明材料， 不得收当赃物或

来源不明的物品。对此民警表示，就

目前来说， 该典当行可依法起诉李

某，追讨损失。

目前， 嫌疑人李某已被警方刑

事拘留。 （本报记者 王杰）

心生贪念 男子盗走室友名表

得手后，以 18500元的价格变卖；目前该男子已被刑拘

本报讯 开阳县龙岗镇 59 岁的

余阿姨，患胆管结石近 10 年。 为了

助其尽早摆脱疾病困扰， 贵阳市第

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专家， 为其开

展了首例腹腔镜解剖性左半肝切除

术。 8 月 23 日上午，记者从院方获

悉，历经 10 天的康复治疗，患者已

出院。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

一病区主任邹树介绍， 余阿姨入院

时，存在反复腹痛发热的情况。通过

诊断发现，余阿姨的病情较为复杂，

左半肝内全是扩张的胆管和结石，

结石与左右半肝分界线的肝中静脉

紧紧挨在一起，此外，肝外胆管内也

有大量结石。

找明病灶后，专家团队对余阿姨

展开会诊，并制定了手术方案，即腹

腔镜解剖性左半肝切除术，这也是贵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进行的

该院首例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由于余阿

姨左肝的扩张胆管与肝中静脉出现

粘连， 而肝中静脉作为肝脏的三根

主要回流血管之一，其管壁非常薄，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撕裂， 进而

诱发大出血的风险。所幸，历时 8个

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8 月 23 日，彻底摆脱结石困扰

的余阿姨来到医院复查， 并对之前

为其提供治疗的医师团队表示感

谢。 （本报记者 王杰）

借酒发疯

姐妹俩被拘15日

砸东西、打人、辱骂处警

民警———

本报讯 近日， 经过连续奋战，

长顺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系列摩

托车盗窃案， 打掉一个 8 人盗窃犯

罪团伙。

据介绍，8 月以来，该县长寨街

道、广顺镇、摆所镇等地连续发生多

起摩托车盗窃案。 长顺县公安局长

寨派出所抽调精干警力开展侦破工

作。

根据部署安排， 办案民警采

取多种侦查手段，昼夜奋战，终于

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 并于 8 月

24 日晚开展收网行动， 成功将涉

嫌盗窃摩托车的 8 人团伙全部抓

获。

目前， 长顺警方已成功掌握该

团伙的犯罪线索 20余条，追回被盗

摩托车 15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之中。

（陈波 本报记者 张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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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对象：5岁以上儿童，中小学生。

二、开班时间：2018年 9月 7、8、9日起陆续开班。

三、开设班级：1、学前儿童写字班；（学习习惯、写字认读学

习能力培养）

2、一年级新生语文写字特训班（培养学习能力、打好学习基础）

3、小学生语文教材同步写字班（学写字、学语文一举多得）

4、小学生铅笔、钢笔写字基础班、提高班（掌握国家规范汉

字书写标准）

5、中学生、成人钢笔行楷快写班（提高书写速度，适应快节

奏的书写和考试需要）

6、青少年毛笔书法班（培养毛笔书写、读帖、临帖等技能）

四、上课时间：开设周五下午班；周六、周日班

详情请到校咨询（亦可登陆我校官方网站查询）

上午班：9：00-10：30�11：00-12：30

下午班：2：00-3：30�4：00-5：30

五、报名上课地点：贵阳市大西门恒峰步行街

写字楼 5楼（永辉超市边、老庙黄金店旁进乘电

梯，楼下有四部电梯）

中国硬笔书法教育培训基地 全国写字教育杰出贡献单位

岸津书法文化学校招生

网址：www.ajshufa.com

全新推出余岸津校长亲自编写的最适合小学生学习的“关

放式”语文同步全新写字教材

全国独创写字（书法）教育科学新方法

全国规范汉字大赛一等奖，中国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委员

著名书法教育家余岸津校长领衔执教

咨询电话：13985442100余老师 13885129985

潘老师 85855550（办）85778701（晚）

病痛10年 结石布满左半肝

长顺警方打掉 8 人盗窃团伙

追回被盗摩托车 15辆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近日，因贪玩没做作业

被奶奶教训，12岁少年便离家出走，

徒步 30 多公里，最终经民警耐心劝

说，回到了家人身边。

8月 26日 7点，赫章县城关镇

后河某工地负责人李先生像往常一

样早早起床巡视工地情况， 发现一

小男孩卷缩在工地的角落里。 李先

生喊了好几声，不见小男孩回应，他

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 110报警。

城关派出所警务平台人员接到

警情后迅速赶到现场。 经过队员们

的大声叫喊， 小男孩揉着眼睛站起

身来。 发现小孩之前只是睡着了，队

员们松了一口气， 随后将小男孩带

回了派出所。

小男孩名叫小伟，今年 12岁，赫

章县朱明乡人。 8月 25日中午，因为

贪玩没做作业被奶奶教训了一顿，叛

逆心较重的小伟为了和奶奶赌气，独

自离家出走， 步行 30多公里到了县

城。 身无分文的小伟又饿又困，只得

栖身工地角落，直到被发现。

民警对小伟耐心劝说， 最终打

消了其离家出走的念头。 民警随即

驾车将其送回到家中。

（李进 本报记者 张鹏）

男孩与奶奶赌气

徒步出走30公里

没做作业被责备

8 月 25 日，一辆装载猪肉的货

车在都香高速六六段大用停车区附

近发生侧翻， 满满的一车宰杀好的

猪肉铺了 20多米长。

事发后六盘水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直属四大队民警及时出警处置，

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 为货车司机

最大限度地挽回了经济损失。

梅松 本报记者 高松

货车爆胎侧翻

猪肉铺地 20多米

市一医实施首例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终结患者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