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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新闻追踪

本报讯 下周一就要结婚了 !

本想买台笔记本电脑作嫁妆!没想
到却因此惹出了一系列麻烦"

买回当晚即!发病"

安阳市民刘女士本月
!"

日就
要举行婚礼"

#

月
$%

日!她专门到
位于安阳市金豪数码港的中成电
脑 科 技 公 司 买 了 一 台 # 宏 基
&'()*%

$笔记本电脑作#嫁妆$% 当
晚回到家后! 刘女士打开电脑!却
发现无法进入系统"

$

月
$!

日!刘女士和男友吴先
生一起找到中成电脑科技公司" 工
作人员称! 电脑硬盘没有问题!只
是电脑系统出了毛病!并帮他们重
装了系统!电脑随即恢复正常" 两
三天之后!刘女士发现!电脑再次
进入不了系统" 自此!刘女士和吴
先生便陷入了一系列麻烦中" 截至
*

月
*

日!因为电脑进入不了系统!

这台电脑已被
)

次重装系统!但仍
不见好转"

反反复复不见好转

&我们现在正忙着筹备婚礼 !

为了修电脑! 我们前后跑了七八
趟% $吴先生称!见故障依旧!

*

月
(

日他找到中成电脑科技公司经理
赵志芳想更换电脑% 对方称电脑硬
盘没有问题!让他到健康路宏基电
脑维修站维修% 昨日!吴先生提供
了该维修站开具的维修服务单!上
面的故障描述显示'硬盘无法正常
安装系统!硬盘有故障%

吴先生说!他随即先后找到安
阳市金豪数码港市场(安阳市工商
局北关分局解放路工商所的工作
人员! 请求他们出面协调此事!但
是赵志芳总以各种理由拒绝和他
会面协商电脑的更换事宜%

经销商全额退款

随后! 记者联系到了赵志芳%

赵志芳称!那台笔记本电脑的问题
并不像吴先生说的那么严重!硬盘
不可能出问题!进不了系统可能是
买电脑后感染了病毒!或者是电脑
的

+,-.

系统不匹配需升级% 赵志
芳说!只要吴先生同意!他们会尽
快将电脑发往郑州维修站升级%但
吴先生拒绝!问题便一直没解决%

&安阳维修站根本不具备维修
笔记本电脑的能力!他们出具的故
障描述不正确% $赵志芳承诺称!假
如电脑在郑州维修不成功或经郑
州鉴定是电脑硬盘出了问题!他们
愿意为吴先生更换电脑%

昨日上午! 经过多方努力!中
成电脑科技公司最终决定不再让
刘女士费周折!将买电脑的钱予以
全额退还%

&最近一段时间!光筹备婚礼
就把我们折磨得头昏脑胀!谁想到
买台电脑还能惹出这么多波折) $

这次坎坷的消费经历让吴先生和
刘女士郁闷不已%

本报讯 昨日! 本报报道了一辆爆胎奥迪
轿车冲向路边等绿灯的行人和车辆! 一女子
被撞当场身亡一事% 记者从安阳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了解到! 肇事司机已经
被暂时刑事拘留%

事故处理大队办案人员称! 当日的事故
造成一死

"

伤的惨剧% 死亡女子为河南信阳
人!今年

*(

岁!只身在安阳打工% 目前!民警
已经联系上女子家人% 受伤的

"

人中!两人被

撞骨折!其余
(

人伤势不太严重%

经查!肇事司机杨某近
(%

岁!为安钢计
量处的员工% 杨某称!当日他开车走到唐子巷
时!脑子里乱哄哄的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事%

经办案人员初步了解! 事故极有可能是
杨某开车时操作不当造成的% 由于肇事车辆
损毁严重! 已很难对其刹车等车身零件进行
检验% 目前!杨某已被以交通肇事罪暂时刑事
拘留% 事故的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进一步调查
中%

本报讯 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
等

/

个重要证件! 在公交车上全部被
盗! 这让安阳市民黄女士一下子成了
&黑户$%如今!她手里连能证明自己身
份的资料都没有! 其他证件更是无从
补办%

(

大证件悉数被盗

黄女士称!

0

月
$%

日
!!

时许!她
乘

$"

路公交车在公交总站站牌处下
了车%等她要买东西时!忽然发现自己
左肩上的黄色挎包不见了% 黄女士一
下子慌了神! 因为她连挎包啥时候被
偷的都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包里装着

她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等
/

个重
要证件% 黄女士赶快到附近派出所报
了警%

!

月
$*

日!黄女士接到一个安阳
县的电话号码打来的电话! 问她是不
是丢了东西! 并跟她约定了取证件的
地点%可接下来的几天!见面地点更改
了好几次! 黄女士也没见到这个神秘
人士% 此后!此人也不再跟她联系%

打来电话索要酬金

所有证件全都丢了! 这让黄女士
焦急万分% 正在她发愁时!

$

月
$!

日!

她又接到了一个山东聊城的号码打来
的电话'&你的证件都在我手里! 我知
道里面的学历证书不能补办! 若想要

回这些证件!就给我
$%%%

元钱报酬% $

虽然是个索要赎金的电话! 在黄
女士眼里!却像是根&救命稻草$% &包
里装的钱就不要了! 只要把证件给我
就行% $黄女士说% 谁知对方说'&钱你
还想要呢) 想要证书的话! 就拿钱来
赎% $随后!该男子还威胁黄女士说不
要报警% &这是我们的行规!如果看到
公安人员 ! 你就再也别想拿到证件
了% $小偷&提醒$黄女士%

为了确认对方不是在骗自己!黄
女士便让对方说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加以确认! 谁知对方一见她态度有了
迟疑!立即挂断电话%之后任黄女士发
短信(打电话!对方始终不予理睬%

黄女士又气又急! 将这两个号码

分别以&坏蛋$和&小偷$为名存进了通
讯录%

证件丢失成了!黑户"

&没有身份证( 户口迁入证明!其
他证件就没法补办%更*要命+的是!学
历证书丢了!根本不能补办" $黄女士
说!她之前在福建读硕士研究生!硕士
学历证(硕士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就
业报到证等

/

个证件对她非常重要"

如今! 作为基本凭证的身份证和
户口本都没有了! 其他证件就更无法
补办了" 昨日!咨询了户籍民警后!黄
女士确认自己目前已经成了名副其实
的&黑户$" &没有学历证书!我上了
这么多年学!连个证明都没有" $黄女

士气得捶胸顿足"

据了解!黄女士要想重新获得&身
份$!必须回到福建自己读硕士研究生
的学校!提取档案等资料!才能办理身
份证(户口本等证件"如果她找不到学
历证书原件! 就只能补办一个学历证
明!&学历证明跟学历证书的效果差远
了" $

黄女士希望&小偷$能将证件归还
给她!让她尽早摆脱 &黑户 $的困扰 "

&这么多天来! 他们一直不跟我联系!

会不会是把证件扔了) 希望捡到这些
证件的清洁工或市民能够尽快跟我
,

!*)$)/!$)"(

-联系% $实在没办法的
黄女士抱着一线希望说%

,线索提供 张奡军-

本报讯 本想到医院找专家看病! 不料遭遇
&医托$!专家没见着!却稀里糊涂地被骗近

$%%%

元钱%

&一定是遇到医托被骗了. $昨日上午!在医
院见到要找的专家后! 安阳市民宋先生终于确
信自己上当了% 宋先生说!

*

月
/

日中午!他陪妻
子到安阳市肿瘤医院看病% 走到该医院大厅导
医台前时!跟在他们身后的一男一女上前搭讪!

问宋先生夫妻俩是否也是看乳腺方面的疾病%

得到肯定回答后!陌生男子称!该医院住院部有
名张姓专家! 在安阳市文峰区南上关村开设了
一个门诊! 如果宋先生到那里! 不仅能尽快看
病!还能节省一笔费用% 正在此时!又凑上来一
男一女!称也想去那里看病%

&我当时急着给妻子看病!没有多想就跟他

们去了% $宋先生说!他们夫妻俩和后来的一男
一女到了南上关村一个没有牌子的诊所内% 一
名体态较胖的男子给宋先生的妻子诊断后!直
接开了一个月的药!收费

!1)/

元%给一起前去的
那对男女抓了一个星期的药!收费

(%/

元% 出门
后! 那对男女说要去看一个朋友便和他们分道
扬镳% &我也没有多想!拿着药就回家了% $宋先
生说%

到家后!宋先生回想起刚才的经历!总觉得
有点儿不对劲!&怎么连病历都不写) $宋先生昨
日上午再次赶到肿瘤医院咨询情况% &我们医院
的张医生根本没有外出坐诊% $ 医院工作人员
说% 为了进一步确认!宋先生去找了真正的张医
生!发现两个张医生根本不是一个人%

宋先生急忙到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南关
派出所报了警% 民警随即带着他赶到该诊所!从
这名&张医生$那里退回了费用%

%&'()*

+,-.&/0123

!

首席记者丁玲
)

文记者丁聘
*

图

本报讯 一公厕因整修暂不对
外开放! 一男子欲如厕被环卫工
人拦住!双方随即发生冲突!安阳
市殷都区环卫处

*

名环卫工人被
打伤%

如厕被拦动拳脚

&公厕正在维修!暂时不能用%

那个满身酒气的男子进来想要使
用!我们不让他用!他就开始骂骂
咧咧的!后来还把我们

*

个同事打
伤了% $昨日

!1

时许!在安阳市铁

西路与文峰大道交叉口南侧!正在
&铁西路水厂对面公厕$ 里忙活着
的环卫工人李秀英!提起下午同事
被打的事仍气愤不已%

李秀英称! 昨日
!)

时许!她
和几个同事正在整修公厕! 外面
开过来一辆黑色轿车! 车上下来
一个满身酒气的男子要 &方便$%

她和几位女同事忙向男子解释说
公厕暂不开放! 该男子却让她们
几个先等等!等他&方便$完了再
整修% 几位环卫工人不依!该男子
便开始出口不逊! 骂骂咧咧% 随
后! 双方争吵起来! 继而动起了

手% 环卫工人李洁(李新莉(张晓
春&中招$%

环卫工人期待理解

随后! 记者在安阳市人民医
院急诊室见到了这

*

位被打的环
卫工人% 李洁左脸肿胀发红!因头
部发蒙!正躺在急诊床上休息/李
新莉的左手中指明显肿胀/ 张晓
春则靠着李新莉的肩膀休息% 男
子的一名朋友赶到医院协调此
事!却因&不满$医生的诊断!当场
撕毁了诊断单扬长而去%

回想起被打的那一幕!

*

位环

卫工人又一次泪流满面% &环卫工
人工作本身就很辛苦! 但是个别
市民还是不理解我们% 现在安阳
市正处在创卫关键阶段! 我们每
天起早贪黑忙活在创卫第一线 !

个别人不仅不理解我们! 还对我
们下狠手% $说起平时工作中遇到
的种种遭遇! 泪水不禁在几名环
卫工人眼眶里打转%

据介绍! 目前伤者病情仍需
进一步观察! 打人男子已被安阳
市公安局铁西路派出所民警带回
派出所调查% 截至记者发稿时!案
件仍在进一步处理中%

456789 :;<=>?

!

记者 王宁

!医托"分工明细
@ABCDEFGHI

!

记者 魏俊浩

被撞女子来自信阳
肇事司机已被刑拘

!

首席记者 何冠英

JKLFMNIOP

女子转瞬几成!黑户"

!

见习记者 董文静

新闻边角料

本报讯 走进女厕所欲方便 ! 却突然看到厕所的
便道里悬着一面镜子 !还一晃一晃的 !吓了王女士一
跳 % 经查明 !原来是一名男青年拿镜子在隔壁偷窥 %

&下面咋有一面镜子 ) $昨日中午 !市民王女士走
进安阳市人民公园附近一座公厕后 !突然发现女厕一
侧的便道里悬着一面镜子 !而且一晃一晃的 % 她感到
不妙 !赶紧起身跑到外面求助 % 附近一家超市的保安
赶到 !当场从男厕里揪住一名男青年 %

原来 !这座公厕的男厕与女厕的 &槽 $型便道相
连 !中间只隔了一层挡板 !男青年便拿了一面镜子伺
机偷窥 % 随后 ! 民警赶到后对男子进行了一番教育 %

男青年承认了错误 !并表示不再重犯 %

女厕!镜光闪闪"

原是隔墙有眼
!

记者 石闯

本报讯 把电动车停放在店铺门口进店办事!原想一
会儿工夫就好了!便没有落锁% 不料!一转眼车就被顺手
牵羊% 车主穷追不舍!终于在几名交警的帮助下将偷车男
子摁倒在地%

昨日下午!在安阳市红星路北段一家皮鞋店门前!

*%

多岁的刘先生和妻子停放好电动车后! 便进店去订做皮
鞋% &我看到一个人推起一辆黄色电动车迅速跑了!觉得
不妙!赶紧出来一看!原来是我的黄色电动车不见了% $刘
先生说!他往前追了一会儿!看到前边不远处!一名中年
男子正骑着他的黄色电动车向前跑% 幸好当时电动车的
电已不足!速度并不是很快% 他大喊一声!飞快地追了上
去!一把揪住了该男子%

谁知偷车男子竟然反咬一口! 质问刘先生'&哪是你
的车) 凭啥说我偷了你的车) $刘先生的妻子也赶了过去
跟男子争辩% 看到路人开始围观!男子觉得不妙!便弃车
向前跑去!刘先生紧追其后% 双方一直跑到红星路与人民
大道交叉口附近!偷车男子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眼看就
要上车了!附近几名值勤交警见状!忙上前将车拦下!与
刘先生一起将该男子摁倒在地%

趁人不备偷车
动力不足被逮

!

记者 石闯

本报讯 一饭店的员工宿舍忽生大火!民警和消防官
兵及时赶到!将大火扑灭!所幸当时宿舍里没人!只烧毁
了一些被褥%

昨日凌晨
)

时许! 一名旅客正在火车站附近一家饭
店吃饭!忽然看到铁路大厦

*

楼不断冒出黑烟!便急忙报
了警%安阳市公安局巡警支队一大队民警黄卫国(王军俊
接警后赶到现场! 顺着黑烟冒出的位置! 来到该大厦

*

楼!却见&铁将军$把门% 民警无法进入!只好拨打火警电
话求助%

消防官兵赶到后!先将楼上的消防通道打开!又从
*

楼天台找到了着火点000

*

楼最西侧一个窗子里不住蹿
出火苗!窗户玻璃已经炸裂% 民警和消防官兵一起!强行
将

*

楼的门打开% 消防官兵冲进房内将火扑灭%

据了解!失火房间为附近一家饭店的员工宿舍!当时
宿舍里没有人!只烧毁了一些被褥% 该饭店老板称!此次
失火可能是电线老化所致%

无人宿舍凌晨起火
路人发现报警施救
!

首席记者 何冠英

#

读图时代

昨日
!1

时许!到了学生放学时间"在安阳

市人民大道南侧红星路口公交站牌东
!%%

米

处!近
$%

个书包整齐地排列在快车道边!书包

的#小主人们$却在快车道上不停打闹着!所

过车辆纷纷鸣笛警示! 但是打闹的同学们却

浑然不觉%

&一到放学时间! 这里就有一排书包!学

生们在快车道上站得乱七八糟的! 可能是在

等车!但是这里没有站牌呀!并且在快车道上

等车也很危险' $一位接孩子的家长说%

本报记者 温春菊 王东 摄影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