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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街头老人晕倒
车长乘客携手救助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魏金金 通讯员 李庆龄 文图

核心提示 | 近日，
在安阳市文博小学
旁边，一位老人摔
倒在路边起不来，
公交车驾驶员郝帅
驾车发现后立刻停
车查看，并拨打
120 求助，车上乘
客和其一起守护老
人，直至救援人员
赶到后才离开。昨
日，记者联系上了
郝帅，其向记者还
原了当时的情况。

近日，记者接到市民王先生
打来的热线电话，称1月20日下
午，一老太太摔倒在路边，19路
公交车驾驶员和一些热心市民上
前救助，直到120赶来才离开。

1月22日上午11时许，记者
辗转联系上了该车驾驶员郝帅。
当听到记者的采访意图后，郝帅
连连表示，这就是件小事儿，不用
采访了，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

才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
形：“当天下午2点50分左右，我
从新人民医院驶向火车站，在19
路文博小学站牌不远处，发现有
一个人在路边躺着，电动车翻倒
在路边。”郝帅回忆起当时的场
景，“然后我把公交车绕过去停在
老太太旁边，向车上的乘客解释
了一下，和几个乘客一起下车，查
看了老人的情况。”

根据郝帅的描述，老人有六
七十岁，当时已经昏迷，没有了知
觉。他当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求助，另一名热心乘客拨打了
110。

“5 分钟左右，老人苏醒过
来，我们就问她有没有带手机，有
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郝帅告诉
记者，但是老人一直重复自己头
晕，并没有问到相关信息。

据郝帅介绍，当时很多热心
市民也围了上来，其中有人认出
老人和自己住同一个家属院，并
且与老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120赶到后，郝帅看老人没什么
事儿了，考虑到车上还有一车乘
客，他继续去执行运行任务。

“有没有不愿意等待的乘

客？”记者问道。
“没有。”郝帅肯定地回答，

“三点十几分的时候，我后面的车
过来，我们让有急事的乘客坐上
了那辆车，因为当时是高峰期，乘
客还是比较多的，但大家都很热
心，都很正能量。”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安

阳公交集团五分公司书记苏志
勇。苏志勇告诉记者：“郝帅并
没跟大家说自己帮助了一位老
人的事情，他在平常的工作中
就是个热心肠，谁有困难总是
热心地帮忙，对乘客也热情周
到。”

本报安阳讯 安阳市安楚路
梁固村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受
害人袁某当场死亡，肇事车辆却
不见踪影。安阳市交警支队事故
科成员夜以继日地走访侦查，深
挖线索，最终将肇事司机成功抓
获。日前，该嫌疑人已被批准逮
捕。

据办案民警周申喜回忆称，
事情发生在2017年11月18日，
他们接到报警后，立即驱车赶赴
现场。通过对事故现场进行勘
察，发现地上躺着一名男性，头部
被车辆碾压，根据死者头部轮胎
压痕，初步断定肇事车辆为重型
货车。

“发生车祸的地段没有监控，
地势也不平整，非常不利于排查
工作的进行，调查起来有一定困

难。”周警官介绍说，现场有价值
的线索寥寥可数，给案件的侦破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随后，事故科科长王凯和案
件大队大队长魏新军根据事故现
场和周边情况确定了侦破方向。

“经过走访，我们先确定了死
者的身份，在和死者家属交谈的
过程中了解到，袁某是从安阳回
白璧时，乘坐公交车到梁固村口
下车后发生的交通事故。”办案民
警介绍。

警方根据现场情况和死者所
乘公交车通过的时间，以案发现
场为中心，调取道路沿线两侧所
有监控视频资料，经过大量反复
的分析和判断，确定了一辆油罐
车和两辆大货车为重点排查车
辆。油罐车的行驶记录仪显示，

该车经过案发现场时已经发生了
事故，从而排除了该司机的作案
嫌疑。两辆大货车没有行车记录
仪，监控设施拍到的画面也不够
清晰，导致货车的车牌号无法辨
别。

随后，民警根据车辆特征对
比和通过时间，终于确定了两辆
嫌疑车辆号牌。车辆扣留后，民
警从车牌为豫E22122的嫌疑车
上提取出了两处疑似血样物质。
经化验证实，该车上的提取物与
死者（肌肉组织）检出的DNA一
致，肇事逃逸车辆确定，司机被成
功抓获。

随后，警方将嫌疑人相关证
据及证词呈请提交，近日，肇事司
机已被批准逮捕。

本报安阳讯 近日，安
阳一女子因与他人发生经
济纠纷，在某医院门口持刀
企图自杀。林州市公安局
迅速出动，成功将该女子救
下。随后其因涉嫌扰乱公
共秩序被行政拘留。

“这里有人要自杀，你
们快过来！”1月21日10时
40分，林州市五龙派出所
接到报案称，五龙镇大桥卫
生院门口一女子手持刀要
自杀。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处置，此时周围已经聚集了
很多围观群众，导致附近道
路交通堵塞。

现场有一名女子手拿
刀架在脖子上一直在哭，情
绪比较激动。民警没有马
上靠近女子，而是缓步到其
安全距离，稳定其情绪。但
民警一番耐心劝说后，该女
子仍有轻生的念头，情绪波
动越来越大。

民警看现场情况十分
危急，必须抓住机会迅速将

该女子制服。在进一步与
其对话时，民警趁其不备，
猛然出手，将刀夺下，整个
过程不超过10秒钟。

经警方介绍，该女子叫
赵某。事发是因为任某欠
其5000多元钱，要钱未果
后，一时情绪激动想自杀，
便将随身携带的壁纸刀架
在自己脖子上。该女子的
行为造成多人围观，而且事
发位置正好位于305省道
一卫生院门口路段，严重影
响了交通秩序和五龙卫生
院正常办公秩序。

目前，赵某因涉嫌扰乱
公共秩序被公安机关行政
拘留5日。

警方也借此提醒市民：
生活中一旦发生不如意不
顺心的事情，须保持冷静，
要通过正当途径表达诉
求。极端行事，不但会危害
自身安全，还扰乱社会秩
序，触犯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

本报安阳讯 俗话说
“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家住
汤阴县瓦岗乡的孟某，却专
偷自己邻居家的财物。近
日，经汤阴县公安局瓦岗派
出所民警调查追捕，犯罪嫌
疑人孟某被成功抓获。

“我家被盗了。”1月17
日，瓦岗派出所连续接到瓦
岗乡村民付某报警称，家中
的现金和物品多次被盗。
民警随即展开调查，最终确
定与受害人同乡的孟某存
在重大作案嫌疑。

据警方介绍，孟某为瓦
岗乡瓦岗村人，平日好吃懒
做无所事事，没有固定经济
来源，且有盗窃前科。17日
当天，民警即刻采取行动，

将孟某抓获。
孟某到案后并不认罪，

民警对其住宅依法进行搜
查，在一个上锁的抽屉内发
现多把电动车钥匙，并认定
其中两把正是付某家被盗
的电动车钥匙。在铁证面
前，孟某如实交代了全部犯
罪事实。

据孟某交代，他去年8
月份刑满释放，两个月后又
重操旧业，在村中流窜作案
10 余起，盗窃现金共计
2000余元。此外，他还偷
盗电动车、烟、酒等物品。

目前，嫌疑人孟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本报安阳讯 近日，林
州市“两会”闭幕后，桃园大
道城郊段升级改造拆迁工
作随即开展。林州市领导
班子亲临现场指导工作。

1月19日，林州市城郊
乡桃园大道崔家庄工作区
机器轰鸣，两台洒水车和两
台钩机不停工作，一座座厂
房应声倒下。这是在该市
两会闭幕后，桃园大道城郊
段升级改造拆迁工作中打
响的第一枪。

据悉，此项目共涉及城
郊段民宅 224 户、企业 16
家。活动开展前期，为保证
拆迁工作顺利实施，林州市

乡村两级干部日夜兼程，逐
一入户调查，征求居民意
见。其间，干部们多次利
用夜间时间组织召开群众
座谈会、政策宣讲会，优化
拆迁补偿方案、讲解安置
小区规划设计及户型设计
方案。

随后，领导班子到林州
市城郊乡桃园大道大屯工
作区召开座谈会。会上领
导对城郊乡桃园大道工作
组成员能够上下通力配合、
不畏严寒、忘我工作的热情
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的肯
定，并对下一步拆迁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

警方及时救下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蔡忠祥 通讯员 崔守跃

屡教不改，专偷邻居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魏金金 通讯员 武燕

桃园大道城郊段打响拆迁工作第一枪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魏金金 通讯员 路林涛

男子车祸身亡 肇事车辆不见踪影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魏金金 通讯员 王马丽

突发 七旬老太太摔倒在马路边

暖心 热心市民齐上阵成功救助老人

DNA比对让犯罪嫌疑人现形
全面升级改造

犯罪嫌疑人被抓

朋友欠钱不还 女子激动欲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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