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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酒后砸门
吓坏独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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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热线

□记者 陈晓佳

市民许女士在纱厂南路与
凯旋路交叉口一写字楼上班，
21日21时30分，她到写字楼
一楼的中国建设银行解放南路
支行一自动取款机处，准备查
询一笔款项是否到账。

许女士说，她在中间的自
动取款机处进行操作时，听到
左边自动存取款机发出哗哗
的声响，好奇的她朝左边看了
一眼，取钞口处竟有厚厚一沓
钞票。

周围没人，也不知钱是从
哪儿来的，许女士拨打了报警
电话。接警后，西工派出所民

警赶到现场。
当着民警的面，许女士清

点了现金，共9600元，民警对
详细情况进行了登记。随后，
许女士联系到银行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告知，她可第二天将
钱交到银行。

22日上午，许女士就来到
银行，将捡到的钱交到了银行
工作人员手中。

23日，洛阳晚报记者联系
上失主张先生。张先生说，21
日21时30分左右，他来到该
银行自动存取款机处给朋友汇
钱。他将 1万元放进存钞口
后，将不能识别的4张百元钞
票取出，就离开了银行。

半小时后，张先生的朋友
打来电话，他才意识到钱没
汇出去。他折回银行，遇到了
赶到此处的银行工作人员，工
作人员让其次日到银行认领。

22日10时许，张先生来
到银行。工作人员查看了监
控 后 ，确 认 张 先 生 就 是 失
主。10时 30分，张先生领回
了9600元。

张先生想买些东西以示谢
意，被许女士婉言谢绝。许女
士说：“换是谁，都会这么做
的。丢钱的人肯定着急，这钱
咱不能昧了”。

洛谭点点评：不为钱所动，
这就叫定力。

取款机上捡巨款
市民报警找失主

□记者 郭秩铭 实习生 王
欢乐

23日零时许，家住涧西区
的席先生突然从昏睡中惊醒，
眼前的一切让他一惊：自己睡
在一个陌生的厕所里！

这是咋回事？席先生摇了
摇仍然昏沉的头，开始回想。

22日 18时许，他和几位
朋友来到上海市场一家酒店吃
饭，不多时，在座的几个人都有
了醉意。

21时许，席先生起身去酒

店二楼上厕所，谁知如厕后醉
意袭来，他坐在酒店的厕所里
想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坐下不
久就失去了意识。

回想到这里，席先生摸出
手机一看，已经是23日零时许
了。在此期间，席先生的朋友们
都喝醉了，以为席先生已经自行
回家，散席时就没有再找他。

睡醒后，席先生的醉意
已经散去，他连忙起身走出
厕所，可此时酒店里一片漆
黑，通往二楼的过道门也被
上了锁。

“估计酒店打烊时，工作人
员没有发现我，我被困在酒店
里了。”席先生意识到自己被困
后，就返回二楼的一个包间，
打开空调取暖，并拨打了110
和朋友的电话，向民警和朋友
求助。

23日1时许，民警和席先
生的朋友赶到了现场，联系酒
店工作人员打开门，把席先生
救了出来。

洛谭点点评：酒精不仅能
让人睡着，有时还能让人疯狂，
这才是最可怕的。

□见习记者 陈耀玑 记者 王
博东 通讯员 张左宏

22 日 17时，宜阳县消防
大队接到报警称，县城新泰街
一处无人民房发生火灾。消防
部门迅速到场将大火扑灭。消
防队员称，这次大火能被迅速
扑灭，多亏一对上初中的小姐
妹及时报警，民房减少了损
失，邻居也未受大火波及。

消防队员所说的小姐妹，
姐姐叫许苗苗，妹妹叫许颖，都

是宜阳县城关镇一中的初三学
生。昨日，洛阳晚报记者联系
到这对姐妹。

妹妹许颖回忆，当天下午
放学后，她和姐姐走到这里，发
现路边小院里冒着滚滚浓烟，
里面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我们
朝里面喊，无人答应，从门缝往
里看，发现院内有间屋子正燃
着熊熊大火。”许颖说，她急忙
用姐姐的手机打119报警。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破
门而入，用了10多分钟将大

火扑灭。
闻讯赶回的房主和邻居们

在感谢消防队员及时灭火时，
得知报警者竟是两名小女孩，
不由得赞叹她们机智并连番表
示谢意。

姐妹俩说，消防部门的叔
叔经常到她们学校进行消防安
全教育，她们从中学习了许多
消防知识，因此当天遇到险情，
才没有感到慌张，迅速报了警。

洛谭点点评：火灾猛于虎，
防火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大火被扑灭，多亏俩初三女生及时报警

酒后厕所睡着 深夜被困酒店

□记者 申利超 实习生 杜
天伦 通讯员 魏孝群 文/图

22日 20时 50分左右，
在丽春路与南昌路交叉口西
侧50米处，一辆黑色凯迪拉
克越野车右前方撞在路边一
辆面包车的左后方，大灯开
着，车还没有熄火。

在之后的大约半个小时
内，越野车的喇叭不停地响
着，可司机一直没有下车。

有市民走近一看，发现
司机竟趴在方向盘上酣睡。
据赶到现场的南昌路派出所
民警介绍，司机睡得很香，无
论他们如何喊叫、拍打车窗，
甚至给他打电话，都无法将
他叫醒。

洛阳晚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越野车不仅处于发动状
态，挡位还位于前进挡，车辆
除右前方与面包车相撞，前
车牌也被撞得有点儿弯曲。

处理事故的民警说，越

野车的前车牌是在丽新路上
撞的，也是他们处理的事故，
没想到处理这里的事故时，
发现肇事的竟是同一辆车。

市民索先生说，当天20
时许，他驾车行至九都路与
丽新路交叉口南侧50余米
处，突然有一辆车撞到他的
车后部，但肇事车没有停，
直接逃逸了。索先生记下
的逃逸车车牌号，与丽春路
上发生事故的越野车车牌
号一样。

由于无法叫醒司机，又
担心司机在车内出现意外，
民警请来开锁人员。22时
许，开锁人员到现场打开车
门。司机被民警抬下车时，
身上散发着酒味，在被送到
医院后仍然酣睡。

民警在医院采集司机血
样后，送往鉴定机构检测血
液酒精含量。

洛谭点点评：酒驾是拿
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见习记者 王斌 记者 徐
翔 通讯员 叶军桥 薛伟

19 日 22 时许，瀍河回
族区某小区内传出的吵闹声
打破了四周的宁静。在一栋
居民楼的一楼，一名醉醺醺
的中年男子在独居的邵老太
太家门前，一边用砖头猛砸
房门，一边高声谩骂，言语之
间全是对老人在楼外养花的
不满。

男子的吵闹声极大，并
且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附近
邻居见此情况，赶忙报了警。

瀍河派出所交巡一中队
中队长王新合带巡防队员赶
到现场，在男子家属的协助
下，将男子劝回。

之后，王新合确认老人
的身体状况。得知老人刚出
院不久急需休息，他决定第

二天一早再进行调解。
20日上午，受到惊吓的

邵老太太在家人陪同下到医
院检查了身体。老人的子女
非常愤怒，再次报警称要追
究中年男子的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王新合找到
了中年男子，对其进行了严
肃批评。酒醒后的男子意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与妻子
一道，在王新合的带领下，携
带5000元钱当面向邵老太
太赔礼道歉。

“我不会讹他，医院让我
住院，我觉得没必要。”面对
诚恳道歉的夫妻俩，邵老太
太只留下2000元钱作为砸
坏防盗门的赔偿，并表示这
些钱如果多了，会将剩下的
钱也还给他们。

洛谭点点评：惹出大麻
烦了吧？以后少喝点儿吧。

撞了俩车还吵闹
停在路边嘀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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