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 月 21 日下午， 贵阳出租

车驾驶员孔师傅来到金阳客车站出租车

站点，送来一面写着“正义卫士” 的锦

旗，并对现场的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公安

民警等不停地说着“谢谢救命之恩” 。

据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观山湖区大

队执法人员介绍，2 月 11 日除夕中午 12

点左右， 孔师傅驾驶出租车在金阳客车

站出租车站点排队候客时， 突发疾病昏

厥。 发现该情况后， 现场的交通执法人

员、区交通局工作人员、公安民警立即上

前查看情况，并拨打 120急救电话。医生

到达现场后， 执法人员配合医务人员对

驾驶员进行了救治， 当孔师傅随救护车

前往医院后， 执法人员又联系其所属的

出租车公司询问救治情况。

2 月 21 日孔师傅出院后，第一时间

就来到金阳客车站出租车站点， 对帮助

过自己的执法人员等送来锦旗并表示感

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本报讯 前段时间， 在遵义市湄潭

县湄江河城区段，突然漂起不少死鱼。经

当地相关部门调查，这些鱼儿的死因，原

来是部分市民许愿、祈福，往河里投放了

不适应环境的鱼种，导致鱼儿死亡。

1 月底， 湄江河湄潭县城区段的护

河员在巡河中发现， 河面不时有死鱼漂

起。“零零星星地发现一些，并不集中在

某一时段。 ” 护河员说，但打捞后集中起

来，也有不少。

当地网友拍摄的照片显示， 这些鱼

大的有 40 厘米左右长， 小的也有 10 来

厘米，部分被冲至岸边已开始腐烂。

是什么原因导致鱼儿死亡？ 湄潭县

河道办常务副主任贺红强说， 经他们调

查，原来是当地一些市民出于许愿、求平

安、求发财的目的，往河里投放活鱼。

贺红强说， 这些鱼本就不适应湄江

河的生存环境， 甚至部分鱼儿在买来时

就可能带有病菌，最终导致死亡。

“遇到过年过节之时，就会有市民

从市场上买来乌龟、金鱼、草鱼、鲤鱼等

水生物进行放生。 ”贺红强介绍，并非所

有物种都适合在湄江河里生存。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日前， 一名铜仁籍

车主驾车去遵义机场接人时，

车速高达 190km/h，超速 90%，2

月 18 日， 他被交警部门处以一

次性扣 12 分、 罚款 500 元的处

罚。

2 月 1 日 12 时 47 分， 遵义

高速交警六大队民警，在遵义机

场高速收费站开展超速违法行

为查处时，负责查看后台车辆超

速违法数据的内勤人员发现，一

辆贵 D 籍号牌的小型轿车车速

达 190km/h， 该 路 段 限 速

100km/h。

几分钟后，交警在收费站拦下

这辆领克轿车。 面对交警，驾驶人

陈某一脸茫然，在交警让其查看后

台拍摄到的超速图片后，陈某这才

恍然大悟。

据陈某称，当时，他是驾车去

遵义机场接人。 由于路上车少，他

“一不小心” 就跑超速了。 陈某以

为该路段没有监控测速，因此没按

限速值行驶。

随后，交警现场开具了强制措

施罚单。 2月 18日，陈某前往大队

接受处理。 根据规定，交警对陈某

处以一次性记 12 分，罚款 500 元，

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陈某需

要重新学习并通过科目一考试方

可取回驾驶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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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弃婴家属公告

王正贵、 刘孟珍夫妻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在安顺市

302 医院附近小路边花丛中

检拾一个女婴， 请孩子的亲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

证件速与王正贵、 刘孟珍夫

妻 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

18786084344。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 贵阳市

2021 年 3 月 1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计

划检修停电， 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

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

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

要路段及客户

高枧、 高枧

2 号公变等

附近

双

龙

区

域

3月 1日

09:30-16:30

10千伏

龙化线

电话：0851-8587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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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租

广告

贵州金融城

临街旺铺多间，面积 120-200M

2

中山东路中东派出所旁商铺

面积 20M

2

花果园兰花广场M区 8栋 125号临街连廊处

未来方舟 G6组团临河临街商铺

面积 720M

2

面积 406.34M

2

兴隆枫丹白鹭白鹭洲组团 C栋 2单元负 2层商铺

面积 55.87M

2

本报讯 2 月 21 日，来自上海的

柴大爷来到沪昆普铁安顺车站派出

所，感谢民警帮他找回此前在安顺火

车站乘车时不慎滑入他人手提袋的

手机。

柴大爷今年 62 岁， 今年春节期

间与朋友相约到贵州游玩。 2 月 16

日 19时许， 他们游览完黄果树瀑布

后，来到安顺火车站准备乘坐 K9516

次列车到贵阳。 在候车室，他把行李

放在身边， 掏出手机浏览车票信息，

规划下一步游览路线。

此时，列车开始检票，柴大爷匆

忙拿起行李跑到检票口，上车后却发

现手机不见了。由于不清楚是情急之

间遗落在路上，还是上车时人多拥挤

被偷了，柴大爷便和朋友下车找到安

顺车站派出所报警求助。

副所长高四军立即组织民警到

候车室寻找， 并调出车站视频查看。

因柴大爷位置处于视频远端，画面十

分模糊。

民警经反复多次查看， 第二天

一早， 终于发现柴大爷在起身准备

检票时， 随手将自己的手机放在行

李箱上的一个背包上， 然后弯腰去

拿地上另一件行李， 不小心碰到行

李箱， 背包上的手机滑入旁边旅客

紧挨柴大爷行李箱旁放置的一个手

提袋内。 因两人都匆匆拿着各自行

李前往检票口， 均未发现这戏剧性

的一幕。

民警迅速追查，发现该名旅客当

晚乘坐 K9516 次列车到达贵阳后，

转乘当晚 22 时 K874 次列车 (成都

东———湛江)前往湛江。

17 日上午 11 时许，民警电话联

系到这名旅客荣先生，他这才发现装

衣服的手提袋里多了一个手机。 此

时，K874次列车已快到湛江站，荣先

生立即把手机交给乘警。

18 日凌晨 5 时， 南宁铁路公安

处乘警支队将手机通过 K872 次列

车(湛江———成都东)捎回贵阳火车

站， 贵阳站派出所民警又委托 K875

次列车(烟台———昆明)乘警于当天

12 时许带回安顺站———此时， 这部

手机在安顺与湛江间往返了 2340 公

里。

民警立即向柴大爷报告了这一

消息，正在贵州省内继续旅游的柴大

爷十分激动：“手机找回来， 我旅游

的心情也更好了。 贵州不光山美、水

美，人更美！ ”

2 月 21 日，柴大爷来到派出所

领回手机，向民警赠送一面印有“为

民解忧，寻物神速” 的锦旗，当面再

次向民警表达谢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奇妙旅行千里 手机重返主人手中

本报讯 2 月 22 日，记者从南

明公安分局获悉，一网民因对卫国

戍边英雄官兵发表诋毁侮辱言论，

目前已被南明警方行政拘留。

2021 年 2 月 21 日上午 8 时

许， 南明公安分局网安大队通过网

络巡查发现， 有一网民在微信朋友

圈发表诋毁侮辱卫国戍边英雄官兵

的言论。对此，南明公安迅速开展调

查，于当日上午 10 时许，在南明区

花果园一房屋内， 将该网民代某查

获。

经审讯，代某系贵阳本地人，30

岁， 对其发表的违法言论的事实供

认不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

之规定， 南明公安分局依法对违法

行为人代某作出行政拘留 13 日的

处罚。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对此南明警方表示，英雄不容

亵渎，烈士不容诋毁，网络空间不

是法外之地，对于贬损诋毁侮辱英

雄的行为，警方将依法予以严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诋毁英雄官兵 一网民被拘13天

本报讯 2 月 20 日 22 时许，

S35 安福高速 K33+400（瓮安往马

场坪方向） 发生多车追尾交通事

故，现场有人员受伤，交通半幅通

行。

接警后，都匀高速公路管理处

瓮安路政执法大队路政员立即赶

往现场组织救援，路政员一边告知

安福高速“一路三方” 事故信息，

要求救援队伍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救援， 一边拨打 120 急救中心电

话，请求前往救援，同时将事故信

息向上级应急部门汇报。

在事故现场，只见一辆大货车

追尾小汽车，从而导致共 7 辆车追

尾， 事故车辆停靠在超车道上，其

中有四人搀扶着一个孕妇，孕妇掩

着嘴连声叫疼，部分司乘人员还坐

在事故车上。由于春运期间车流量

剧增， 加之夜晚行车视野有限，情

形十分危险。一名路政员急忙打开

执法车辆警报， 鸣笛示意前方事

故， 同时汇报大队领导请求支援，

后车了解前方事故后纷纷减速慢

行，路政员随即在事故车辆后方摆

放安全椎，设置警戒。

此时，另一名路政员立即将受

伤人员和坐在事故车辆内的司乘

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据悉，伤者

是一名孕妇，在返回广东的途中遭

遇事故，导致孕妇头部受伤，并受

到惊吓。 路政员一边安抚受伤孕

妇，一边再次与 120 联系，得知救

护车即将到达，为了将受伤孕妇迅

速送往医院救治，另一名路政员又

会同交警对该路段进行临时交通

管制。

10 分钟后， 救护车辆到达事

故现场。 路政员将孕妇抱上救护

车。 经随车医生初步诊断，孕妇无

生命危险，胎儿未受伤。

伤者安全转移后，抢通阻断的

交通成为摆在路政员面前的首要

任务。此时前来支援的两名路政员

和救援拖车已赶到现

场，经安福高速“一路

三方” 协商，为了提高

救援速度，以安全和最

大限度减少车辆拥堵

时间为原则，采取边放

行边管制的措施清理

事故现场。当吊车吊取货物和拖车

装载故障车辆的时候现场进行交

通管制，清理现场散落物和勘验现

场时采取交通半幅通行的模式进

行救援。

经过密切协作，21 日凌晨 1

时 50 分，事故车辆被拖离，现场清

理完毕，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李鑫 熊贵权 贵阳日报融媒

体记者 王芳）

时速190千米！ 飞车司机被扣12分

安福高速路上 七车连环撞

路政员将孕妇抱上救护车

事故导致一名孕妇受伤，多部门紧急救援保畅通

祈福许愿乱放生

湄江河上漂死鱼

护河员打捞起来的死鱼

■新闻速递

的哥候客时昏倒

抢救及时终无恙

上海游客游贵州 手机自己“走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