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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
讯员 牛国佩）市民吴女士大清
早乘坐网约车赶火车，匆忙间在
下车时将价值 7000 余元的新手
机遗落，被随后的乘客捡走。8
月 23 日晚，事发 5 天后，南站站
前派出所民警找回手机，发还给
吴女士。

8月 19日一大早，吴女士乘
坐网约车赶往太原南站，准备坐
动车到外地办事儿。到达太原

南站西广场时，睡眠不足的吴女
士迷迷糊糊下了车，将价值 7000
余元的新手机落在网约车上。

由于当时急着进站，吴女士
报警求助后就先上车离开了。

根据吴女士提供的线索，公安
小店分局南站站前派出所民警任
彦荣、辅警谢志刚调取落客区公共
视频，锁定了吴女士所乘坐网约车
的车牌号，但与司机联系后，对方
称没有捡到吴女士的手机。

应民警要求，司机赶到派出
所配合调查，民警调取车内监
控，发现吴女士的手机被随后上
车的一名男乘客捡走了。

民警随即与网约车公司联
系，查到男乘客的联系电话，男
乘客承认捡到手机，但表示身在
外地，过几天才能回到太原。

8月 23日晚，男乘客返回太
原后，民警要回了吴女士的手
机。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
讯员 赵冠芳）8 月 25 日，一名
年仅 5 岁的小女孩外出玩耍时
迷了路。好在小女孩记得母亲
的姓名，坝陵桥派出所民警及时
帮她找到了家人。

当天上午 9 时许，有热心群
众向坝陵桥派出所报警称，有个

四五岁的小女孩一直在北肖墙
一家药店门口徘徊，疑似走失。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
况，但小女孩可能因为紧张，无
法准确说出自己和家人的姓名
等信息。

民警将孩子接回派出所，一
边安抚孩子的情绪，一边设法帮

助寻亲。孩子放松后，说出了母
亲的名字，民警随即查询到了孩
子母亲的联系方式。

上午 10时许，母亲赶到派出
所接人。她告诉民警，上午 8时
30 分许，女儿趁家人不注意，悄
悄溜出家，跑到小区外玩耍，结
果迷了路。

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 通
讯员 温晓宁）电脑里面是我十
年来的工作资料，多亏司机师傅
捡到了！8月 24日，市民杨先生
认领笔记本电脑后连声道谢。

当天上午 7 时许，877 路公
交车驾驶员李瑞平在富士康终
点站检查车厢时，在一个座位侧
面发现一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
一台笔记本电脑，便赶紧上交带

班队长，自己则继续跑车。
查看失物时，车队党支部书

记车斌在电脑右下角看到“金星
幼儿教育”标签，便上网查到该
幼儿园总部电话，说明了有关情
况。

“您好，是咱们公交车师傅
捡到电脑了吗?”10 分钟后，失
主杨先生来电称，他是小店区
金星幼儿园的管理人员，早上

坐 877 路车时睡着了，听到车厢
里播报终点站到了，他慌忙下
车，就把随身携带的电脑落在
了车上。

“电脑里存着单位的财务台
账、学生及家长信息，还有多年
的工作资料，如果找不回来，那
开学后学生交学费将会很麻
烦”，杨先生庆幸地说。

本报讯（记者 张晋
峰 通讯员 刘海君）8 月
24 日，交警支队通报，因需
要进行燃气管网改造，晋白
线部分路段定于 8 月 27 日
至 10 月 31 日封闭施工，请
大家提前做好绕行准备。

此次封闭施工的是晋
白线姚村高速桥南至南峪
沙河桥北段。施工期间，施
工路段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车辆可绕行广源路和滨河
西路。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
讯员 李莹）一男子与妻子吵架
后竟产生了轻生念头，民警打了一
个多小时电话，终于联系到男子，
劝其回了头。8月25日，杏花岭警
方通报了这起救助警情，提醒广大
市民遇到家庭矛盾时一定冷静处
理，切勿走极端。

事情发生在 8 月 20 日。当
晚 9 时许，辖区居民王女士向杨
家峪派出所报警称，丈夫因家庭
琐事与自己争吵后，驾车从家中

离开，发了一条想要轻生的信息
便关机失联。因家里有两个年
幼的孩子需要照顾，王女士请求
民警帮忙寻找老公。

民警调取沿途公共视频的
同时，反复拨打王女士丈夫的手
机，但一直无人接听。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努力，电话终于接通
了，但王女士丈夫的情绪依然很
不平稳。民警耐心疏导，男子才
放下执念，返回家中。

本报讯（记者 张晋
峰 通讯员 宿虎云）8 月
25 日，高速交警一支队通
报，因需要进行导地线拆除
施工，8月 27日上午，西环高
速公路迎西至东社段临时
交通管制。

施工从 27 日（本周五）
上午 11 时开始，预计 1 小时
内结束。施工期间，施工路
段实施双向交通管制，请大
家提前做好绕行准备，或调
整出行时间。

本报讯（记者 魏薇 通讯
员 王建明）88岁的赵大爷两年
前自觉咽部不适，做喉镜未见异
常。想不到最近半年，咽部就长
出了一个鸭蛋大小的肿瘤。8月
23日，经过山医大一院多学科会
诊，耳鼻咽喉科专家为肝功能不
全，并合并有高血压、脑梗塞病
史的老人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

赵大爷两年前就开始有咽
部不适感，他以为患的是咽炎，
便自行服药，却一直没有改善，
做喉镜也没有发现异常。最近
半年来，赵大爷觉得嗓子越发难
受了，不仅吞咽困难，睡着时打
鼾，有时甚至喘不上气来。为了

进一步明确诊断，8月中旬，家人
陪老人来到山医大一院耳鼻咽
喉科就诊。经电子纤维咽喉镜
及颈部影像学检查，最终确诊老
人为咽颈部肿瘤。

入院后，医生发现赵大爷不
仅是高龄患者，还有乙肝病史，
肝功能不全，而且患有高血压，
并有脑梗塞、肾功能不全等基础
病史，手术风险巨大。经过院神
经内科、心血管内科、肾内科、感
染病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等
多学科大会诊和术前讨论，医生
制订了周密的手术方案。

8月 23日，老人被推进手术
室。主刀的皇甫辉教授计划从

颈部与咽侧双入路切除肿瘤。
手术中，医生发现肿瘤生长在咽
喉颈部之间，紧靠大动脉等血
管，大家小心翼翼将瘤体与神经
和血管分离，精细解剖神经，在
丝毫未损伤周围脏器血管的前
提下，成功将肿瘤完整切除。患
者术后未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
咳等喉返神经损伤症状。

皇甫辉教授也提醒，咽旁肿
瘤大多为良性肿瘤，但肿瘤逐步
增大会压迫咽喉、气管引起呼吸
困难或窒息，肿瘤包绕咽喉部引
起咽痛、吞咽困难等症状，一旦
诊断确立，应立即接受手术治
疗，以免延误治疗。

本报讯（记者 刘晓亮）离中秋还有不
到一个月时间，月饼生产、销售渐入高峰。
近日，记者跟随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检
查月饼生产及销售企业时发现，学会看包
装、读标签能够帮助消费者快速选购质量
可靠，或适合特殊人群的月饼，尤其其中 9
要素及致敏信息特别值得关注。

在美特好、永辉等大型超市及好利来、
今度等烘焙店，月饼已成为热销商品。销

售人员介绍，连续几天来，无论礼盒还是散
装月饼的销量都不错，尤其豆沙、五仁、莲
蓉等传统口味每天都得补货。

市场监管人员一边查看索证索票记
录，一边提醒消费者，购买月饼一定要看清
9 要素，即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
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
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
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同时，

千万不要购买或食用无标签或标签信息不
全、内容不清晰，掩盖、补印或篡改标示的
产品。

市场监管人员特别提醒老年人及过敏
体质人群，月饼配料的顺序是有讲究的，选
购时要注意致敏信息。按照国家标准，食
品中使用的所有食品添加剂都必须在配料
表中注明，并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的加入
量，从高到低顺序逐一排列，加入量不超过

2%的配料可不按照递减顺序排列。配料
中若含有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食品及其制
品，如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花生及其
制品等，厂家可以（不是必须）在配料表中
使用易辨识的名称，或在配料表邻近位置
加以提示。易过敏人群在挑选或食用月饼
时需注意仔细查阅配料表，以便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选择消费。

中秋买月饼 看清九要素

尤其致敏信息勿漏读

燃气管网施工
晋白线封闭

27日上午11时至12时

西环高速
迎西至东社段封闭施工

与妻吵架后欲轻生
民警劝男子回了头

小心翼翼 老人咽部肿瘤成功切除

乘客落下“笔记本” 好心司机捡到了

女童外出迷路 幸好知道母亲姓名

着急赶火车 落下新手机

五天后 民警找回手机发还失主

本报讯（记者 齐向
真）8 月 25 日，记者从太原
公交公司获悉，由于杜儿坪
街封闭施工改造，即日起，
途经该路段的 17 路公交车
改线运行。

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
杜儿坪街道路封闭施工改
造，施工期间全幅封闭，禁
止一切车辆通行。

受施工影响，17路公交
车改为杜儿坪矿发车，经虎
峪河快速路、桃杏站、九院
沙河快速路、西苑南路、迎
泽西大街、金阳路、西矿街
到下元站。

乘客如有疑问，可拨打
太原公交服务热线 7249876
咨询。

杜儿坪街道路施工
17路公交车改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