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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史 崇 胤 陈 潇 通 讯
员 徐伟 鹏" 昨晚，烟台体育公园迎来周杰

孙某帮父母劈烧火柴，但因为使用电锯
方法不正确，将自己的左手自手腕处齐
刷刷地割掉，最终经过 6个多小时手术，
将其手腕成功接上。
孙某今年 32岁，在开发区工作，因
国庆节上班，
昨天他轮休。孙某心想妻子
上班孩子上学，自己也不出去玩，便回福
山农村看望父母。当他看到父母家没烧
火柴时，
就想为他们多劈些柴，但是木头
较粗，孙某便借来电锯，他一手持电锯，
一手按开关，通电后，孙某将飞转的锯轮
对准木头猛地用力，只见锯轮突然反弹，
锯把也瞬间脱手。弹起的锯齿轮向下落
时，
将孙某脸从中间锯开一个口，把鼻子
割开，此时的电锯仍在快速旋转，锯齿轮
又落到他的左手腕上，眨眼工夫将其左
手腕锯得只剩肉皮相连。
孙某被火速送往毓璜顶医院，医护
人员经过 6个多小时的抢救，将他的肌
腱、血管及神经全部接上，医生介绍，所
接血管已通血，
一周后就可出院。

伦、蔡依林等天王天后群星演唱会。周杰伦
和蔡依林等人的“骨灰级”粉丝，也千里迢
迢打“飞的”跟来，不过他们的目标却是在
人海中趁机行窃。不成想，以往在其他城市
屡屡得手，这次却在烟台警方的严密安保中
栽了跟头。
&周董'铁杆粉丝烟台失手

晚上 7时许，体育公园周围人山人海，
此时正在西门巡逻的莱山公安民警发现两
个人形迹可疑，一人身材高大、一人略显瘦
小，在临时售票窗口附近来回走动，不买票
只向前凑，一拨人走了之后转一圈又回到售
票窗口附近。民警随即召集警力加强巡查。
没过多久，两人终于找到下手机会，正
当其中的“矮子”将手伸向一名女学生的书

包时，两名民警冲上前将其擒获。随后，
警方
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审讯。据交代，之
前两人并不认识，通过在网上联系得知都为
周董等明星的“骨灰级粉丝”，两人一拍即
合，从黑龙江和上海辗转坐飞机来到烟台。
每次周杰伦等明星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
儿，
“第三只手”也随着伸向那里。
有票无广告进场被拦

晚 7时许，进场的歌迷越来越多，检票
处门前排起了长队。
“站住，你票前面的广告页呢？”检票进
场时，两男一女因仅有单张门票，门票前的
广告页缺失，被工作人员当场拦住。随后公
安人员将其送往派出所进行调查。
之前，天王天后演唱会发生门票失窃事
件，部分门票公示座号已经作废，为保障演
出顺利进行，安检人员加强了对门票的详细

塔山隧道口下起!钢管雨"

三岁童爬到窗口
吓傻对面楼邻居
本 报 讯 !!"# 记 者 王 轶 " 昨天中
午，读者于女士来电：邻居的小孩爬到了
窗台上，头和手都露出来了，幸亏大家没
有惊动孩子，希望提醒一下家长，让小孩
爬窗台特别危险。
于女士家住在上夼西路，爬窗台的
是邻居刘女士的儿子，今年 3岁，当时，
刘女士正在做饭，孩子就一个人在床边
爬来爬去。这个时候，住在对面楼上的于
女士正好来到自家的阳台，偶然往邻居
家一看，吓傻了。
“铝合金窗是拉开的，窗台很浅，也
没有防盗网，孩子的手和头都伸出老
远。”于女士赶紧下楼，跑到邻居家敲
门，邻居问了半天才打开门，幸好孩子也
听到敲门声，
从窗口处退回来了。邻居刘
女士听说后大惊失色，看到孩子平安无
事，还是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本报提醒家长，应及时向孩子灌输
“爬窗台、阳台危险”之类的知识，加强
小孩主动防范的意识。同时对窗台和阳
台进行必要的围护，不一定每次都会像
昨天那样的有惊无险。

引发另外两车追尾

车上两名工人受伤

钢管滚落一地$工人摔下受伤%

!"##$有奖报料

刘静

本 报 讯 !!"# 记 者 何 晓 波 通 讯 员
黄浦 摄影报道" 昨天上午 8点 5
0

分，在塔山隧道南出口约 200米处的山海
下坡路钢管滚动
路 附 近 ，一 辆 满 载 钢 管 的 货 车 在 行 驶 途
中 ，钢 管 突 然 坠 落 ，坐 在 钢 管 上 的 两 名 工
当日上午 8点 50分 ，一辆 蓝 色大 货
人因此跌落下来受伤，事故还导致另外两 车 满 载 钢 管 在 塔 山 隧 道 南 出 口 二 百 米 的
车发生追尾事件。
山海路上由北向南行驶。在车子走下坡路

&!" 月 !# 日'

孤身女夜乘高层电梯遭抢

$$$

者

本 报 讯 !!"# 记 者 董 方 义 实 习 记
女青年回忆，包内有身份证，交通银行
王少萍 通 讯员 明宇 王勇 " 近日， 信用卡、中信银行信用卡、工商银行卡各一

发生在福山区的一起抢劫案件，随着案件
的侦破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即当前城市高
层公寓日渐增多，给治安防范带来了诸多
新问题。
今年 9月 7日 18时许，女青年静怡（化
名） 像往常一样下班后回到福山区某高层公
寓，她按了大门密码进入楼道内，当时楼道内
没有人，楼道内的灯没有亮，当时她等的这个
电梯走到 8、
9层，这时从其后面的步行梯口
处出来一个男的，从后面捂住她的嘴并往后
拖，挣扎中左肩的包被这人抢走，然后他从步
行梯口处跑进地下停车场，
之后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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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检查。截至记者发稿时，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
!""'")
!""'"+
!""'"!
一男钢刀插腰间被查
!""'"#
!""'"'
晚 7点 30分，一名男子在场外南门附 !""'"(
!""',"
近大摇大摆地走，寒冷的天气竟然只穿着一 !""',,
!""',*
件短袖衫，两只胳膊上有文身，此人引起民 !""',)
!""',+
警的注意。再仔细一看，其后背有一块突起， !""',!
!""','
!""',(
走动之间一道亮光从腰间闪出。民警直觉： !""'*"
!""'*,
!""'**
此人不地道。
!""'*&
!""'*)
“后背藏的什么？”民警问。
!""'*+
“啥都没有。”男子回答地有点磕巴。 !""'*!
!""'*#
!""'*'
民警一摸，一把钢刀插在腰间。因为非 !""'*(
!""'&"
法携带管制刀具，该男子被送往派出所做进 !""'&,
!""'&*
!""'&&
一步调查。
!""'&)
截至记者发稿时，此次演唱会警方共出 !""'&+
!""'&!
动警力 2500余人次，其中莱山区民警出动 !""'&#
!""'&'
警车 80余辆、200余人次，主要严打扒窃、 !""'&(
!""'),
!""')&
!""'))
贩票和搞好外围治安保障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车上的钢管发生滚动。钢管一根根滚 !""'!(
!""'#"
落地上，坐在钢管上的两名建筑工人也随 !""'#,
!""'#*
即从车上跌落下来。钢管无情地砸在了工 !""'#&
!""'#)
人的腿上，胸上、头上。路上行人纷纷驻足 !""'#+
!""'#!
!""'##
查看。
!""'#(
!""''"
据悉，拉钢管的货车 是 烟台 本地 车， !""'',
!""''*
拉着满满一车钢管去工地搭架。两名建筑 !""''&
!""'')
工人也是跟着车去目的地。有人分析说是 !""''+
!""''!
钢管未捆绑结实，在下坡时由于惯性而滚 !""''#
!""'''
!""''(
落下来。
!""'("
!""'(,
!""'(*
!""'(&
!""'()
!""'(+
!""'(!
!""'(#
后 车 厢 里 钢 管 滚 落 ，哐 哐 砸 在 地 上 ， !""(""
!""(!"
两 名 工 人 跌 落 在 地 。 开 车 的 司 机 师 傅 闻 !""(!,
!""(!*
声 之 后 连 忙 掉 头 ，逆 行 转 过 来 查 看 情 况 ， !""(!&
!""(!+
钢 管 还 在 往 下 掉 落 ， 迎 面 而 来 的 一 辆 轿 !""(!!
!""(!#
车 随 即 紧 急 刹 车 ， 后 面 的 车 躲 闪 不 及 撞 !""(!(
!""(#"
上 了 小 轿 车 ，两 辆 车 追 尾 ，幸 而 无 任 何 人 !""(#,
!""(#&
!""(#+
!""(#!
员伤 亡。
!""(#'
!""(#(
!""('"
!""(',
!""('*
!""('&
!""(')
据了解，从蓝色大货车 上跌 落的 两名 !""('+
!""('!
建 筑 工 人 ，一 人 头 部 受 伤 ，在 现 场 呕 吐 不 !""('#
!""(''
止；一人 双腿 受伤 ，120急 救救 护车 赶到 !""(("
!""((,
时钢管还在其身上压着，虽然现场未见血 !""((*
!""((&
!""((+
迹 ，但 工 人 面 部 流 露 出 痛 苦 的 表 情 ，双 腿 !""((#
!""(((
!","""
不敢挪动。
!","",
本报提醒广大市民及司机朋友，装载 !",""*
!",""&
货物时一定要捆绑结实，确保行驶安全。另 !",""+
!",""!
外建筑工人或其他人群不要随便搭便车， !",""#
!",""'
!",""(
人和货物绝对要分开，不能同 乘 一 辆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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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司工作。
!",&("
据 了 解 ，郝 某 经 常 和 几 个“ 哥 们 ”混 !",&('
!",+,'
在一起，染上麻将赌博的恶习。今年 9月 !",+''
!",!""
!",!",
份 的 一 天 晚 上 ，郝 某 和 几 个“哥 们 ”在 一 !",!"#
!",!,'
起打麻将赌博，输掉了身上仅有的三百元 !",!*'
!",!!!
!",!!'
钱，输钱后的郝某，萌生出抢劫的念头。
!",!#'
!",!''
!",!((
! 案件警示#
!",#,#
!",#,'
女士在夜间要保持警惕心!独自外出最好 !",#*#
!",#!!
携带一些防护品! 在遭遇盗抢时提高反抗能 !",#''
!",'",
!",'"'
力!尤其注意高层公寓电梯!人比较杂!犯罪分 !",','
!",'+#
子易做案" 另一方面!对于独自在外的女子!在 !",'!!
!",'#*
与犯罪嫌疑人力量悬殊!孤立无援!没有任何 !",'##
!",'''
!",'('

“粉丝”组团行窃栽落烟台

本报讯!!"# 记者 王道 昌 杨 春
通讯员 于复德"昨天，
开发区居民

标题：
《八旬老太社区义务清狗粪》
（烟台日报 5版）
报料人：
潘先生 奖金 30元
标题：
《“铁弹弓” 袭击 30余辆汽
车》（烟台晚报 A6版）
报料人：李先生 奖金 50元
标题：
《大润发超市抢购特价面粉，
多人挤伤摔伤》（今晨 6点 18版）
报料人：卢先生 奖金 30元
10月 14日 最佳 评 报 员 ：苏 裕 生
奖金 50元
请报料人和最佳评报员持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 7日之内到烟台日报社一楼东
侧读者接待室领取。
如果您遇到如下报料：身边发生的
突发事件、现场事故；身边人们最近关注
的热点问题、热点事件；发生在您身边的
令人感动或气愤或高兴的事情；以及您
遭遇的烦心事、稀奇事、新鲜事，请拿起
—民 意 通 呼 叫 中 心
电 话 拨 打 96110——
24小时热线。
只要您提供的报料具有独家性、时
效性、现场性，就有可能被《烟台日报》、
《烟台晚报》、
《今晨 6点》 采用并进行
报道。见报后，
我们将择优提供相应的报
料奖励，奖金最低 30元，最高 3000元。
奖励名单于稿件见报次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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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锯突然飞空中
割开鼻子切断手

上接十版

责任编辑#王晓 $%& 小时读者热线#'()*+

张，现金人民币 110元左右（一张 100元整
钱，其他是零钱）；一部黑色直板诺基亚手
机；一个黑白相间的 2G的 U盘；一串钥匙；
两本笔记本。
当晚 20时许，静怡向福山分局刑警二
中队报案，警方立案侦查并通过周边监控，
初步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经过
20余天的不懈努力，9月 30日将涉案犯罪
嫌疑人郝某抓获。近日，其被福山区检察院
以涉嫌抢劫罪批准逮捕。
经查，郝某，21岁，中专文化程度，栖霞
市亭口镇某村人，在烟台某汽车部件有限公 防护措施时!尽量避免#碰硬$!提倡#智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