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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品站倒卖液化气钢瓶

父亲收房一去不归 女儿悬赏万元寻找

男子犯病经治疗才记起家人电话
本报讯（记者李爱华）一名外地男子
在武汉辛苦打拼10多年，好不容易在武汉
买房安家， 没想到在收房的当天意外走
失，女儿悬赏1万元征集寻人线索。 昨天，
失踪23天的父亲终于找到了。
走失男子名叫袁光明，48岁， 武穴市
余川镇仰天村人。 其女儿袁女士昨天介
绍：父亲在武汉打拼10多年，终于在光谷
一路顺民宜盛花园小区买了一套房子。10
月21日是小区交房的日子，当天上午袁光

明从租住的野芷湖马湖新村出门，前往小
区去收房，可一直到了晚上，一家人也没
有等到他回来。
袁光明15年前曾在武汉出了一次车
祸，出院后留下了间歇性精神疾病的后遗
症，每隔几年就复发一次。 袁女士担心父
亲可能是旧病复发了。 从当天开始，袁女
士和弟弟等人一天骑行上百公里，在武汉
三镇逢人便打听，并悬赏1万元寻找线索。
昨天上午，袁女士突然接到武东医院的电

话，被告知父亲一直在该院接受治疗。
原来，袁光明外出收房的当日突然犯
了病，并与路人发生了冲突，民警赶来后
发现，袁光明说不清自己的姓名，便将其
送到了市救助站，救助站工作人员见其精
神异常，又将他送往武东医院接受治疗。
昨天， 经过治疗的袁光明恢复了正
常，他记起了家人的电话，于是院方立即
通知了其家人。 昨天上午，袁女士等人赶
到医院，将失踪23天的父亲接回了家。

公交员工车上捡到6500元现金
通过信封上电话联系到失主
本报讯（记者李爱华 通讯员鲁娟 廖
瑜）昨天，一辆公交车开往场站报修，修车
主管检查车子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装有
6500元现金的手提包。 根据装钱信封上
的一个电话， 公交人及时联系上了失主，
半小时便把失物交还失主手中。
昨天下午2点，公交649路795号车驾
驶员田奇到达终点站汉阳四台四路后，感
觉车辆离合器有点问题，当即找主管肖福
翔报修。 肖福翔上车掀开离合器盖子检
查，意外地发现旁边座位下有一个棕色的
手提包，他立刻捡起来，当着田奇的面打
开一看，只见里面有一个档案袋和一个钱
包，档案袋里面有房产证、户口本、5张银
行卡，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有6500元现金。
“失主一定很着急，看看里面有没有
联系方式。 ”肖福翔仔细寻找，终于在信封
的袋口处发现一个电话号码。 拨通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失主本人。
据失主王先生介绍，昨天下午，他和
妻子、 女儿及一岁的外孙在汉西路乘坐
649路公交车去办事，到达目的地后，王先
生主动将外孙抱到手上，结果下车的时候
竟将手提包落在了公交车上。
王先生一家人去超市买水时，才发现
手提包遗失了，王先生仔细一想，猜测自
己可能将提包落在公交车上了，一家人马
上赶到649路站点。恰巧在此时，王先生接
到肖福翔打来的电话。“包找到了”，王先
生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拿到包后，王
先生紧握着肖福翔的手， 不停地道谢。

本报讯（记者张全录 通讯员彭雪琴
殷莉红） 废品回收站非法回收液化气钢
瓶，这些钢瓶大多数有燃气残留，部分钢
瓶存在漏气现象。 昨天，武昌区城管委、
杨园街办事处联合查处四美塘社区一处
废品回收站。
昨天上午， 武昌四美塘社区一家名
叫“锦诚回收站”的废品回收站内，不断
有人运送液化气钢瓶。 执法人员检查发
现， 站内有100多个废旧液化气钢瓶，全
部堆积在一个角落， 附近还堆放有其他
易燃易爆废旧杂物。 回收站面积约300平
方米，没有安装任何防爆安全措施。
执法人员对钢瓶进行了逐一检查，
发现大多数钢瓶内均有残留液化气，钢
瓶均未经过安全年检， 部分钢瓶存在漏
气现象。 该废品回收站老板刘某采取非
法回收、倒卖废旧液化气钢瓶，从中赚取
“差价”， 对于自己行为违反相关法规毫
不知情。 整个过程中，刘某还在一旁若无
其事地抽烟，被执法人员当即制止。
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和《治安
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废品回收站老
板刘某非法回收、 倒卖废旧燃气钢瓶将
面临5000-10000元罚款。
武昌区燃气管理办公室杨国新工程
师介绍， 无证燃气灌装网点藏匿于居民
区、市场等人口密集地，一旦发生燃气泄
漏引发火灾、 爆炸等情况， 后果不堪设
想。 城管部门对任何通过非正规渠道私
自经营燃气点、 兜售不合格燃气等存在
安全隐患的行为都将进行严厉打击。 市
民如果看到类似情况， 可拨打24小时电
话88873822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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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假牙
工匠精神、超强吸附。 全口无牙
患者的福音。 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
管疾病、特别是怕疼痛、不能拔牙患
者的福音。 不能种植牙患者的福音。
无痛苦、无创伤、费用低、使用时
间长、维护方便，无拔牙痛苦与风险，
是不宜种植牙患者理想的替代修复
方法。

老板被查处时竟在一旁抽烟

82333333
公交员工将包还给失主

通讯员鲁娟 摄

微信号：whwb82333333

小伙醉卧花坛被绿化工人救上洒水车

不拔残根
系上安全带后竟以为遭绑架
不拔活动牙

感恩社会 回报顾客
牙齿正畸整形、美容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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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梅苑路3号（付家坡客运站出站口艺萌医院）地铁4号线A出口
上梅苑路直行300米即到 艺萌口腔: 027-87716583 节假日照常应诊

汉口后湖大道158号“美姸口腔”（原德济医院），地铁3号线“后湖大道”站下车，D出口即到 027-82289967

本报讯（记者明眺生 通讯员章雪君）
“花坛里怎么躺着一个人啊？！”前天凌晨3
点， 一辆洒水车在汉口街头给花木浇水
时，园林工人发出一声惊叫。
当时，江汉区园林局绿化队工人王师
傅乘洒水车沿江汉区北湖西路缓缓行进，
边行进边给花坛花木浇水。 突然，借着路
灯灯光， 王师傅发现花坛内躺着一个人。
他连忙让司机停车，下车查看。 只见花坛
内躺着一个小伙子，衣着时尚，满身酒气，
身旁还有一堆呕吐物。 凌晨风寒露重，王
师傅担心小伙子会有危险，便和司机试图
唤醒他，叫了半天，男子才微微睁开眼，目
光呆滞地看着两位陌生人。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叫急救

车？”男子被扶到路边后，面对询问仍无法
作出正常的回答。 两位师傅见状，只好将
他扶进洒水车驾驶室， 并帮他系上安全
带。 这时男子呕吐起来，睁开眼睛后误以
为两人在绑他，就用脚踢王师傳。 王师傅
不计较，用纸巾给他擦干净嘴巴，说：“不
用担心，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园林工
人。 ”男子这才昏昏沉沉睡去。
清晨6点，该男子在洒水车内醒来。得
知情况后，连忙向两位园林工人道谢：“谢
谢你们救了我，不然我肯定会生病的。 ”
该男子称，自己姓谢，今年25岁，光棍
节晚上和几个哥们在花园道酒吧聚会，因
前段时间刚和女友分手， 加上工作不顺
利，就喝多了酒。 说完，下车打的离开。

10元看胃病 属于中老年人的胃肠普查专场
凡出现各种胃肠不适可以拨打公益普查热线：027-8235 9822
老年人的身体处于衰退阶段， 体内
各组织、器官及其功能都在减退，易出现
胃痛、腹胀、消化不良甚至胃肿瘤等胃肠
疾病。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防范胃
肿瘤，对症治疗各类胃肠疾病，武汉胃肠
病研究院特启动中老年人胃肠病筛查专
场活动， 市民均可拨打公益普查热线申
请10元胃肠普查套餐。
中老年人是胃肠病“重灾区”
专病专人专治很贴心
“年纪大了，什么病都来了，这样专
门针对我们老年人的活动很贴心。 ”检查
现场熙熙攘攘， 但诊查过程却十分井然
有序，得到了市民的纷纷赞许。 筛查活动

中，患者年龄偏大，遇到各种问题，工作
人员都能一一解释到位。
该院消化内科首席专家王居主任介
绍：“中老年人是胃肠疾病的高发人群，
但因为老一辈人检查意识低，又节约。 通
过这样针对性强的惠民检查， 一方面让
他们有条件能做到有病及时检查治疗，
一方面也能普及胃肠病科普知识， 让他
们认识到危害，免得越拖越严重，做到无
病早防，有病早治。 ”
无痛胃镜轻松梦幻检查
被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宠爱”
在走访中发现， 中老年人还有一个
特点就是基础疾病多， 对痛感敏感。 因

此， 胃肠病研究院率先引进的进口超纤
无痛胃镜得到了中老年朋友的“宠爱”。
被老胃病困扰多年的汉口婆婆在老
伴的陪同下前来就诊， 她的老伴不停问
医生：“这个胃镜真的不痛吧？ ”王主任耐
心的解释说：“无痛胃镜的好处就是直径
小、镜身柔软，检查起来更舒适，三五分
钟就能完成，而且分辨率很高，可精确捕
捉胃肠道每一个微小病变， 年纪大的人
也能承受。 ”
关爱中老年人
“
298元无痛胃镜专项检查”暖心呵护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 武汉胃
肠病研究院本着“以人为本”，专家人才

治院的理念， 启动中老年人胃肠病筛查
专场， 给广大中老年朋友最贴心专业的
呵护。 活动详情如下：
1、 专家挂号费、专家会诊费全免
2、 胃部影像专项检查仅需10元（附
带检查肝胆脾胰肾等脏器检查）
3、 进口超纤无痛胃镜检查套餐仅
需298元（其它医院至少千元的检查一降
到底）
4、 进口超纤无痛肠镜检查套餐仅需
398元（优惠套餐包含诸多术前检查项目）
普查热线：027-8235 9822
（医保可用，每日限30名，就诊请空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