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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车爆胎 吃瓜群众有爱
急得心脏病发作的瓜农幸遇民警和巡防员 热心市民纷纷买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文图

本报讯 7 月 11 日凌晨 1 时许，
来自开封的瓜农谷建国夫妇，驾驶
拖拉机载着一车西瓜行驶到郑州市
秦岭路与棉纺路交叉口东约 200 米
处，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瓜车无法
前行。看到自己的瓜车停在马路中
间，谷建国心急如焚，老伴也急得犯
了心脏病。
凌晨 3 点多，路人经过这里，看
到瓜农将瓜车停在路中间，上前询
问后得知他的车爆胎了，随即帮他
拨打了 110。民警赶到现场后，看到
瓜车因爆胎明显倾斜，如果强行推
移，车上的西瓜就会滚落下来，也容
易翻车，给瓜农造成经济损失。为
了尽快把瓜车推到路边，民警决定
先将车上的西瓜一个个搬下来，就
近摆放到机动车道与慢车道中间的
隔离绿化带里。
“瓜车爆胎后，我想了很多办法
都没能把拖拉机开走，老伴在旁边
急得直跺脚，心脏病都犯了，幸亏带
着速效救心丸。”谷建国说，两名民
警赶到后，说要帮他把车上的西瓜
卸下来。他想到自己车上拉的西瓜
有几千斤，要一个个搬下来，得忙活
半天。焦急之时，在路上巡逻的几
名中原区秦岭路办事处的巡防队员
赶来，帮他们一起把西瓜从车上卸
了下来。

买了12万彩票
才发现网站
是假的
宝丰警方侦破一起
重大网络电信诈骗案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黄婷 通讯员 路仕杰

爱心人士购买卸到绿化带的西瓜

巡防队员吕俊州告诉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当他们帮瓜农把
车上的西瓜全部卸到路边的隔离绿
化带后，又帮瓜农将拖拉机推到路
边，然后找来千斤顶，将爆胎的车轮
卸 下 ，开 着 巡 逻 车 去 找 修 车 店 补
胎。因时间太早，汽修店都没开门，
他们只能等到天亮上班后再说。
7 月 11 日早上 6 时，大街上出来
晨练和赶早市的人渐渐增多，看到
瓜农因拖拉机爆胎被迫把西瓜卸到
了路中间的隔离绿化带里，民警和
巡防队员在帮忙卖瓜时，众人十分
感动，纷纷上前购买“爱心瓜”。坐
在一旁的瓜农谷建国的妻子见状，
捂着胸口哭着说：
“ 夜里车一爆胎，

急得我心脏病发作，头昏眼花，胸闷
憋气，要不是连着吃了几次药，真撑
不住了。
”
谷建国的妻子说，她今年 60 岁，
夜里心脏病发作后，她瘫在地上再
也没了力气，许多好心人要帮她叫
120 被她拒绝，因为随身带着药，吃
几粒就会慢慢好。多亏民警和巡防
队员帮忙，又是卸瓜又是换轮胎，忙
完了又帮他们卖西瓜，真不知道说
啥才好。
下午 2 时许，瓜农谷建国夫妇的
3000 多斤西瓜终于卖完。此时，巡
防队员早已帮忙把修补好的轮胎换
上。夫妻俩带着对郑州人的感动，
驾驶拖拉机返回开封。

司机高速上突发心脏病
交警警车开道 展开 12 分钟的生死救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刘传海 文图
本报商丘讯 男驾驶员在商周高
速公路商丘梁园站附近等待缴费时，
突发心脏病。高速交警发现后，一路
警车开道，将其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20 公里的高速路程，仅用了约 12 分
钟。
“警察同志，我父亲心脏病犯了，
快救救他吧！”7 月 10 日上午 11 时
25 分许，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
速大队十中队副中队长李永杰，带领
中队人员王楠、张宁等在商周高速公
路商丘梁园站附近执勤，一位十七八
岁的小伙慌忙跑来求助，对方称，其
父亲路某在等待缴费过程中突发疾
病，胸部疼痛到不能动弹，车现在就
停在收费站广场。
“我们跑去一看，只见一名中年
男性瘫坐在驾驶座位上，脸色发白，
捂 着 胸 部 ，喘 着 粗 气 ，表 情 异 常 痛
苦。”李永杰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他们赶到现场发现病人情况异
常危险，在给病人喂下“速效救心丸”
不见好转的情况下，决定将其紧急送
往附近医院。
商周高速公路商丘梁园站附近，

因黄河路改造车辆拥堵通行缓慢，为
确保在最短时间将病人送到最近的
医院，李永杰在汇报领导、拨打 120
电话之后，快速打开了中央护栏，将
病人移到后座，驾驶病人车辆掉头向
连霍高速商丘站疾驰。
前方警车开道，李永杰驾驶病人
车辆在后紧跟。途中，交警与商丘市
第六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商定，警车与
120 救护车在连霍高速商丘站前会
合。从梁园站至商丘站，近 20 公里
的高速路程，交警用时约 12 分钟。
后经医护人员判断，病人属心脏病发
作，不及时送医将会有生命危险。
路某的儿子路康说，他们家住商
丘市宁陵县，当天准备去商丘市区游
玩，
“高速上一直是父亲在开车，幸亏
在收费站口犯病时得到了及时救助，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
“感谢交警与 120 医护人员反应
迅速，将爸爸及时送到医院治疗，脱
离了生命危险。等他稳定康复后，我
们一定当面去感谢！”7 月 10 日下午，
路某的儿子路康专门给李永杰发来
短信表示感谢。

本报讯 经过近两个月的侦
查，宝丰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重大网
络电信诈骗案件，打掉一个湖南娄
底籍系列利用网络虚设彩票网站
诈骗窝点，抓获刘某江、颜某丰等
10 名犯罪嫌疑人。
今年 5 月 29 日，宝丰警方接
到宝丰县居民许某的报警，对方称
自己通过微信好友认识了一个自
称王某的人，王某向其虚构网购彩
票致富的经历，拉他进入一个名为
“财富讨论”的群。随后，犯罪嫌疑
人刘某江以群主身份，推荐许某在
该网站平台上注册账户、投入资
金、购买彩票。许某先后在该网站
上投资十几万购买彩票，案发当日
下午，犯罪嫌疑人刘某江通知许某
网站准备开奖，催他下注。设定的
开奖时间到期后，许某发现自己平
台账户内的 12 万元现金被清零，
随即联系对方，发现微信已被拉
黑，购买彩票的网站也登录不上
了，
这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
宝丰警方接警后，随即将案情
上报至平顶山市公安局反虚假信
息诈骗中心。平顶山市公安局立
即抽调平顶山市公安局犯罪侦查
支队、宝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精干
力量成立专案组。专案组历时一
个多月，辗转湖南、贵州、重庆等地
后，于 7 月 6 日在重庆市江津区一
小区出租屋内成功端掉该电信诈
骗窝点，抓获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嫌
疑人 10 人，缴获涉案笔记本电脑 6
台、手机 35 部，
银行卡 15 张。
经审讯，自 2017 年 11 月份以
来，犯罪嫌疑人刘某江伙同颜某
丰、刘某志、颜某俊、刘某清、刘某
新、刘某波、刘某杰、龙某辉、李某
旭等人在互联网上虚设彩票网
站。之后，利用微信骗取受害人的
信任诱导其购买彩票，而后犯罪嫌
疑人刘某江等人通过控制虚设的
网站后台，
实施电信诈骗。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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