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14 日，望谟县交警

大队正在一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

时，一位司机因酒后驾驶神志不清，

直接驾车冲进了事故现场。

当日凌晨 3 时许， 民警正在县

城枫林小区中段勘查一起交通事

故，这时，一辆银灰色面包车行驶过

来，突然闯进事故现场,一开始撞上

事故现场民警摆放的椎筒，随后，车

子停下，司机却没有下车。

正当民警准备上前查看时，这

辆面包车突然启动， 把椎筒撞离了

现场约 10 米远。 见状，民警立即迅

速上前拦住该车。 当车主下车时，民

警闻到一股浓郁的酒气，经检测，司

机体内酒精含量达 67mg/100ml，已

达到酒后驾驶。 根据相关规定，民警

对该司机给予记扣 12 分、罚款 1000

元的处罚。 （陈建安 梁俊鹏）

■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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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城尚品《不动产权证书》转移登记办理公告

尊敬的云城尚品 A3-1与 A3-3����组团业主：

我公司所开发项目云城尚品 A3-1与 A3-3����组团，已可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转移登记，由于办理业主较多，我司将于 2019�年 7 月 18 日

至 2019��年 9�月 16日分批集中办理。

一、具体每栋办理对应时间如下：

二、办理地点：A3-2组团 11栋融城物业客服服务中心办理。

具体办证事宜至云城尚品营销中心签约区进行咨询，望各业主相互转告，咨询电话： 0851-88203333（营销客服部）

感谢您的支持！

贵阳云城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17日

A3-3

组团

A3-1

组团

所办楼栋

办证时间

17栋 18栋 20栋 21栋 ��������22栋 23栋

7.18-7.20 ������7.23-7.25����������������7.26-7.28 ���7.30-8.1 �����������8.2-8.4 ������������������8.6-8.8

A3-1、A3-3组团商业办理

时间为 9.13-9.16

所办楼栋

办证时间

3栋 4栋 6栋 7栋 8栋 9栋 10栋 1栋 2栋 5栋

8.9-8.11����8.13-8.15����8.16-8.18�������8.20-8.22������8.23-8.25������8.27-8.29��������8.30-9.1������9.3-9.5���������������9.6-9.8����������9.10-9.12

迁坟公告

王庄乡年产 10 万吨脱硫石灰石粉加工项目位

于清镇市王庄乡蚂蝗村加油站背后， 该项目红线内

范围（小地名：毛栗坡）所有坟墓，要求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进行搬迁， 迁坟补助标准按照清府发

〔2017〕22号文件执行。 逾期不迁的，将按无主坟进

行处理。 请红线区内坟主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

联系人：

代 华：13639148506（蚂蝗村主任）

罗 斌：15885033829（王庄乡经发办负责人）

李云翔：13118511826（王庄乡经发办工作人员）

清镇市王庄布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

2019年 7月 17日

本报讯 日前，毕节一名 5 岁男

童趁大人不在家时， 玩家里的农用

铡刀， 结果不慎将左手掌从手腕处

齐刷刷地切下。 意外发生后，家长连

夜将孩子送往贵阳的一家骨科医

院，医生接力 14 小时，历经两次手

术，成功将断掌回植。

7 月 14 日，男童在 ICU 观察期

内情况良好，已经转入普通病房。

男童的家长说， 意外发生在 7

月 10 日下午，当时在外忙碌的他们

突然听到孩子在院子里发出一声撕

心裂肺的惨叫，于是立马跑回院子，

看见放在院子里的铡刀一片血迹，

孩子坐在旁边大哭。

“整个左手掌掉在地上，现场有

大摊的血。 ”孩子的姑姑说，娃娃的

伤口不断地喷射鲜血， 忆起当时的

情景，她吓得腿都软了。

邻居们闻讯赶来， 大家一起把

小孩和切断的手掌一起送到了离得

最近的县城医院， 又马上通知云南

打工的孩子爸爸。

“县医院的医生说，需要马上进

行手术，孩子的手还有希望接回来，

但县里的条件做不了这么精密的手

术，所以建议我们转院。 ”孩子的姑

姑说，当晚 22 时左右，他们连夜将

孩子送到贵阳。

“事后回想起来，孩子肯定是在

家里看见我们用铡刀切猪草， 想要

模仿大人，但铡刀太重，才会切到了

手掌。 ”孩子的姑姑说。

当晚，接肢手术终于完成，从手

术台转至 ICU 病房观察。 14 日，孩

子在 ICU 观察期内情况良好，转入

了普通病房。

主治医生表示， 孩子恢复情况

良好，但接回的手掌是否真正成活，

还要看接下来的护理和应对。

据统计， 该医院的科室断肢再

植手术每月有 70 余例， 其中近 50

例属于断指伤。 医生表示，断指伤的

儿童伤者数量在逐渐上升， 多数以

农村儿童为主， 都是家长看管不力

造成，而假期则是高发时段。

其中， 在手足断裂的儿童骨伤

中， 首当其冲的凶器就是涡轮式洗

衣机， 每年都要发生多起洗衣机咬

断手指的意外。 这些事故同样多发

生在假期，高发的年纪是 10 岁到 15

岁之间， 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独立

做一些家务，洗衣服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最容易发生洗衣机绞伤。

其次， 伤人最多的是农村的铡

草机和打谷机等农用设备， 这类机

械伤人的对象，多在 3至 5岁。 这个

年纪的小孩好动， 对危险没有足够

的认识， 常常因为好奇去触碰尚未

停止转动的机器皮带， 从而绞断手

指。 而这类离断伤，属于旋转撕脱，

常常出现切口不齐，肌腱、神经、血

管等再植难度都很大， 即使及时再

植成功，功能是否恢复都难讲，对孩

子今后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 后座没系安全带也是伤害小

孩子的一大不良习惯。

（本报记者 张梅）

惨！ 5岁男童玩铡刀切下自己左掌

医生接力14小时，成功回植断掌；铡草机等农用设备成假期伤娃元凶

本报讯 近日，一则贵阳花溪大

学城“水果摊贩缺斤少两” 的视频

在网络上经多个媒体发出后， 引来

不少关注。

视频中， 一女生质疑水果摊贩

叫卖的“10元 3斤”水果缺斤少两，

经验证后与水果商贩理论。 商贩承

认了该事实，并称“若用真秤会亏到

卖房” 。

7月 15日下午， 记者来到花溪

大学城， 此时大学城的高校多已放

暑假，校内水果店多未营业。在走访

一些留校学生的过程中， 他们表示

“大学城水果缺斤短两由来已久，打

着 10元 3斤幌子的大部分都是” 。

在许多高校的 QQ 群、 微信群

里经常有学生反映该问题， 但仍未

得到解决。

而校外的水果摊多是流动的，

当日 17 时，记者来到学生所说的水

果摊：一座过街天桥下，一些水果摊

刚开始营业。

该商贩售卖苹果、西瓜、桃、芒

果……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他

都一律卖 10元 3斤。 有同学装了一

袋不同的水果 ， 称了后显示为

4.34kg，应付 14.45元。

老板说， 该秤是单斤秤， 显示

4.34kg就是 4.34 斤，不是公斤，老板

实收该同学 14元。

该同学在记者的陪同下， 在一

大型超市重称了刚买的水果， 超市

秤显示其为 1.54kg， 即 3.08 斤，按

10元 3斤的价格，应付 10.31元。

随后， 该同学返回质疑水果商

贩， 为何一斤少了 3 两多。 该商贩

说，确实少了，称该秤是八两秤，他

们按一斤卖， 如果要买 5 元一斤的

水果也可以，只是把秤调一下而已，

水果还是一样的。

“大学城从 2014 年起就这样

卖了，不卖 10 元 3 斤没办法，这已

是一个习惯了， 突然卖 5 元一斤，

人们都接受不了，更何况我们去水

果市场批发水果也是一样的，商家

的秤也有问题，一箱水果要多重出

5 斤以上。 现在电子秤都是有密码

可以调的，我们不能调价就只能调

秤。 ” 该商贩说。

据悉，自“水果缺斤短两” 视频

曝光后， 贵安新区市场监管局连夜

排查了花溪大学城水果店。

贵安新区市场监管局一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他们在 14 日晚就已组

织相关部门进行专项检查， 但由于

高校放假、商贩流动且较少，他们还

在进一步调查中。 对于网上爆出的

视频，他们在排查水果摊贩的同时，

也在联系相关部门核实调查该视频

的事发地。 （本报记者 雷琴）

网传贵阳花溪大学城附近流动摊贩———

“10元3斤水果” 个个缺斤少两？

商贩坦承使用“八两秤” ，称若用真秤“要亏到卖房” ；相关部门连夜排查

本报讯 雨夜，两车在郊外对撞，

其中一司机身亡,肇事者逃逸。 绥阳

警方追凶 6年，终将其抓捕归案。

2013 年 10 月 14 日晚， 绥阳县

交警大队接到报警：该县风华镇金承

村工业大道唐家桥（小地名）路段，

发生一起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

民警赶到现场时，地上只有两台

受损严重的摩托车。经仔细勘查，民警

找到一些残留的血迹，事后比对发现，

这是死者之外的他人血迹。 经分析比

对，警方锁定该血迹为肇事摩托车上

一乘客所留，并根据其交代，锁定了肇

事者为周某，但周某已不知去向。

6 年来，绥阳警方一直在寻找周

某下落。 今年 6月，警方得到确切消

息：周某在遵义市城区夏家湾出现。

6 月 13 日， 绥阳县交警大队民警将

周某抓获。 周某交代称，事发当晚，

他在没有考取过任何机动车驾驶证

的情况下，酒后驾车回家。 事故发生

后，他意识到闯下大祸，立即弃车逃

离现场，前往广东、福建一带打工。

目前，周某因交通肇事罪已被逮

捕。 （白杨 本报记者 黄宝华）

交警追凶 6年

抓住肇事司机

雨夜两车对撞，一人当场身

亡，另一司机逃逸……

男子酒后驾车

闯入事故现场

哎呀，逮个正着！

正在康复的小宝

影像显示骨头被铡刀齐齐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