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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本报 6 月 19 日热线消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刘瑞华 王亚平)19

日，记者获悉，安丘市公安局经侦大

队利用 6 月 14 日至 17 日三天时间，

侦破涉嫌信用卡诈骗案 6 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6 人。

为落实“天网-2011 ”专项行动

的要求部署，安丘警方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了一场严厉打击和惩治银行卡犯

罪的行动。、

安丘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利用 6 月

14 日至 17 日三天时间，共侦破涉嫌

信用卡诈骗案 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 人，收缴银行卡 12 张，涉嫌金额
10 万余元。

本报 6 月 19 日热线消息(记

者 吴凡)19 日，家住在坊子区

黄旗堡街道柏台村的周波向本

报求助，他和家人决定悬赏 1 万

元寻找撞伤自己父亲和儿子后

逃逸的司机。

19 日，记者在潍坊市脑科医

院见到了面容憔悴的周波，周波

介绍，5 月 30 日下午，他父亲骑

着电动车去东安泰中心小学接

孩子放学。5 点 10 分左右，爷孙

俩行驶到坊子区黄旗堡街道柏

台村西头公路边，正准备横穿马

路的时候被一辆由南向北行驶

的银色面包车迎面撞上。接到邻

居的电话，他立马赶到事故现

场，只记得当时父亲昏迷不醒，

浑身是血，儿子周超躺地上一动

不动，耳朵不停地向外流血。

随即爷孙俩被 120 送到了

坊子区人民医院。在坊子区人民

医院的建议下，爷孙俩连夜转到

了潍坊市脑科医院。经诊断，爷

爷周祖民右腿粉碎性骨折，头

骨、颅骨、脊椎骨、骨盆均有不同

程度的骨折，脑挫裂伤、脑干受

损，最后，周祖民的右腿大腿中

部以下截肢。孙子周超虽无明显

皮外伤，但脑干受损严重，虽然

没有昏迷，但对外部刺激毫无知

觉，也无任何自理能力。

主治医师秦大夫说，老人目

前的情况非常不好，肺部感染很

严重，仍然没有脱离危险。9 岁

的周超为原发性脑干损伤，目前

还是一点意识也没有，虽然有醒

过来的希望，但也一定留下后严

重遗症。

周波说，一位目击者告诉

他，当时看见肇事司机正在打

手机，走到爷孙俩跟前时才开

始急刹车，酿成车祸之后肇事

司机迅速驾车向北逃逸。现场

目击者称，肇事车是一辆银色

五菱面包车，前挡风玻璃被撞
碎，车大灯被撞裂。车尾号可

能为“ 538 ”。交警部门对可

疑车辆进行了排查，但目前还
没有肇事车俩的消息。

一边是年迈的老父亲，一
边是年幼的儿子。在跟记者的

交谈过程中，这位 40 多岁的汉
子几度哽咽。记者了解到，目

前爷孙俩的医疗费已经花掉了
15 万元。除了两万多元的积蓄

是周波自己的，其余的钱全是

借的亲戚朋友的。

周波说，现在最迫切地就

是要找到肇事司机，亲戚们已
经帮着在事故地点张贴了“悬

赏寻找肇事者”的启事，决定

悬赏 1 万元早日找到肇事者。

有知情者请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 8073110 或 8538711 .

被“熟人”拥抱后，钱包没了
警方提醒：这是小偷装熟人行窃新招数

本报 6 月 19 日热线消息
(记者 赵磊)18 日，家住潍城

区的谭先生在路上遇到了一

个“熟人”，虽然他并未认

出对方，但是对方却热情地

跟他拥抱。熟人离开后，正

纳闷的谭先生才发现自己的

钱包没了。 1 8 日

晚，谭先生骑电动车去火车

站送朋友上车，之后他到附

近的厕所方便。结果，他一

走出厕所，就被一个中年男

子拦住。该中年男子从侧面

抱住了谭先生，并且声称自

己是谭先生的朋友，“哎

呀，老朋友好久不见啊”。

该男子一边说一边用双手不

断地拍打谭先生的全身。

谭先生被弄懵了，他仔细

看了看那名男子，却想不起对

方到底是谁。谭先生说，“我不

认识你，你认错人了吧”，可那

名男子听了之后，又走到谭先

生的后面，并再次抱住了谭先

生的腰说，“朋友多年了，你怎

么还把我忘记了？”谭先生

说，我不认识你呀，于是中

年男子松开了手，扭头向西

走了。

谭先生看那个中年男子
走了，只是觉得奇怪，也没

有多想，骑着电动车向东走
了。谭先生往东走出了十几

米处，越发觉得哪里有些不

对，于是就停下车来，摸了

摸自己身上的随身物品，这

时才发觉放在裤子口袋里的

500 多元钱被偷了。于是，谭

先生赶紧回去找那名中年男

子，但男子已不知去向。

对此，民警认为这是一
宗盗劫案，不法分子通过表

明朋友身份，让受害者放松

警惕，然后以拥抱对方为掩

护，探明受害者身上的重要
物品的部位，最后再次拥

抱，顺手将受害者身上的贵

重物品偷走。民警提醒，遇

到不认识人打招呼，尽量与

对方保持一定距离，特别是

对方有意接触自己的身体

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爷孙俩放学路上被撞成重伤
家属悬赏万元寻找肇事司机

矫正弧形腿 植入髓内钉

“玻璃女孩”腿部手术成功

追踪报道 >> 为给儿子交保险

男子洗车店偷车

本报 6 月 19 日热线消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孙术军 苑国强)为

给儿子交纳保险费，无业男子胡某深

夜潜入安丘一洗车店，开走两辆轿车，

并将一辆轿车丢弃马路边，另一辆以
2000 元钱卖掉。16 日，在潍坊潜藏近 3

个月的胡某被安丘警方抓获。

3 月 19 日，安丘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 4 中队接到辖区某洗车店报案称，

在店内存放的两辆轿车于当天凌晨被

人盗走。警方立案后，在洗车店附近的

公路上，找回了失窃的其中一辆轿车，

而另一辆失窃轿车却没有了踪影。

经过现场勘查和两个多月的缜密

侦查，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胡某，并最终将其在潍城区的一家

旅馆内抓获。

今年 32 岁的胡某是安丘市吾山

镇人，曾因抢劫被判刑两次，2010 年

底刚刚刑满释放。3 月 18 日晚，独自

在安丘城区一家小饭馆喝酒的胡某接

到妻子的电话，让他给 5 岁的儿子交

保险费。然而，出狱后一直无所事事的

胡某，根本拿不出交保险的费用。生活

拮据的胡某拿不出钱，又不好拒绝，在

酒精的麻醉下动起了歪脑筋，到洗车

店偷车。3 月 19 日凌晨，胡某窜进一
洗车店，先后开走了两辆轿车。之后将

其中一辆丢弃在公路边，天亮之后，把

另一辆价值 15000 元左右的“福莱尔”

轿车，以 2000 元的价格销赃。

目前，被胡某卖掉的车已被追回。

本报 6 月 19 日热线消息

(记者 赵松刚 通讯员 赵

长林)18 日上午，“玻璃女

孩”小秋霞的腿部手术成功

完成，原本成弧形的右小腿

矫直，并且植入了一颗用来

支撑身体的髓内钉。 19 日，

记者再次来到病房看到，小

秋霞正在父母的陪护下安静

地看书，恢复良好。

18 日上午 8 点，市中医

院关节骨科的医生和来自天

津的小儿骨科专家任秀智进

行了术前讨论，根据小秋霞

的病情制定了手术方案。 8

点半左右，小秋霞被推进了

7 楼手术室。手术开始，躺

在床上的小秋霞，显得有些

紧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医

生和护士。

手术时，考虑到全身麻

醉清醒后，可能导致小秋霞

心情烦躁，发生再次骨折的

意外情况，医生决定为小秋

霞进行硬膜外的局部麻醉。

只有下半身麻醉的小秋霞在

手术时，显得格外害怕，医

生一边做手术，一边在她的

耳边不停地为她加油鼓劲。

随后，医生通过手术对

小秋霞成弧形的右小腿进行

矫正，再次接合，然后把一

颗 32 厘米的髓内钉植入小秋

霞的小腿骨髓内，帮助小秋

霞支撑身体。据介绍，这根

髓内钉是可延伸的，可伴随

着小秋霞的长高而生长。一

个半小时以后，小秋霞的手

术顺利完成。

10 点 30 左右，小秋霞被

推出手术室，这时的小秋霞

的右腿已经裹上了严实的绷

带。整个过程中，小秋霞的

母亲刘淑华和父亲赵书令一

直坐在手术室门口，没有离

开半步。每次有护士医生出

来，他们都会迅速站起来，

打听小秋霞的手术情况。

关节骨科主任杜奇涛介

绍，小秋霞的手术非常成

功，手术后，小秋霞 6 小时

内不能进食，平躺 6 小时，

不能垫枕头。下一步，医院

会对小秋霞进行药物治疗和

康复训练，帮助小秋霞尽快

站起来。

19 日，记者再次来到医

院，这时的小秋霞正在父母

的陪伴下读书。母亲刘淑华

说，术后当晚小秋霞睡得很

好，手术的疼痛感也没有

了，恢复状态良好，具体的

下地时间还要看恢复情况而

定。

▲ 74 岁的周祖民被截肢，肺部

严重感染，仍未脱离危险。

 9 岁的周超脑干严重受损，

对外界刺激毫无知觉。

小秋霞在手术台上打出“V”字形手势。

安丘打击银行卡犯罪

三天抓获犯 6 名罪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