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越公宣 公新文）

上着上着课， 突然从

窗外飞来钢珠， 穿过玻璃， 打到身

上， 想想都觉得害怕……近日， 在广

州越秀区建设大马路小学， 孩子们突

然遭遇钢珠袭击， 五年级三班和四班

的两名学生分别被击中太阳穴和肩骨

位置， 所幸受伤并不严重。 前天晚

上， 广州越秀公安通报， 于 3 月 23

日 17 时许抓获嫌疑人邓某

（男 ， 广

州人，

67

岁 ）

。 据邓某供认， 近期因

家庭原因情绪压抑， 多次通过打弹弓

的方式来发泄。

据一位五年级孩子的家长介绍，

事情发生在五年三班， 虽然事情并不

是发生在他家的孩子身上， 但说起这

件事，他还是十分担忧。 不少学生称，

事情发生在3月21日11点左右， 当时正

值第三节课， 大家突然被一连串的异

响声吸引。 当时有两个班级有钢珠打

进，分别是五年三班和五年四班，其中

一名女学生被射中手臂， 经过医务室

检查后并无大碍。 还有学生说，自己当

天下午在操场上体育课时， 有从身边

飞过。

据介绍， 受到钢珠袭击的不仅仅

是这所小学，还有周边的住户。“现在

每天连窗户都不敢开”。 住户介绍，3月

4日的凌晨五点左右，突然发现墙上的

一幅字画跌落， 当时家人只是以为字

画没有挂稳。 但后来又听到了三声巨

响，打开门一看，窗户上竟然有6个孔。

“13号、14号和16号，各打了一次，一共

有六个孔。 ”住户介绍说。

小学生正上课 窗外飞来钢珠

事发越秀区建设大马路小学，所幸学生并无大碍

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欧阳积俊 陈玉敏）

近日，广州番

禺警方接到事主杨某

（男，

45

岁，湖

北人）

报警，称其女朋友被一男子绑

架，下落不明。 接到报警后，番禺警

方立即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据杨某反映，3 月 18 日，其与女

友钟某

（

41

岁，湖北人）

在南村镇汽

车总站附近行走时， 钟某突然被人

强行拉上一辆小车带走。 经调查，钟

某与杨某是情侣关系，与此同时，钟

某与另一男子易某（49 岁，湖北人）

也是情侣关系，3 人是老乡。 当天，

钟某以出去找工作为由离开住所，

前往南村镇汽车总站附近与杨某约

会，察觉异常的易某悄悄跟踪。

赶到现场的易某看到钟某与杨

某约会后， 一气之下把钟某拉上小

车后离开， 而杨某因女朋友被当众

拉走，感觉很没面子，遂报警称其女

友被绑架。番禺警方通过深入调查，

初步确认杨某有谎报案情嫌疑，将

其传唤到派出所说明情况。 杨某对

其因感情纠纷而谎报绑架案情的违

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杨某已被番

禺警方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

警方提醒： 报假警是一种严重

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根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散布谣言，

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

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并处 500 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

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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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邝雅丽）

近日，的哥吕伟斌在海珠交警

的协助下， 帮助一位妈妈将2岁的幼儿

紧急送往医院就医， 最终帮助孩子脱

险。 22日，海珠交警支队门前出现了暖

心一幕：孩子的父亲李先生托人将“人

民公仆，情系百姓”“救急扶危，热心助

人”两面锦旗分别送给广州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海珠大队

（以下简称海珠交

警）

和吕伟斌。

记者了解到，为了帮助吕师傅以最

快的速度将孩子送院治疗，海珠交警启

动了应急指挥机制，派出执勤交警现场

为吕师傅“开路”，并且转换交通灯，为

吕师傅一路绿灯放行。

交警：启动应急机制，一路绿灯放行

“建基路过来广医二院， 五六个红

绿灯，当时正是下班高峰期，我们接到

报警后马上和吕师傅沟通，确定他的位

置， 并且联系在吕师傅附近的执勤交

警。马上进行路口疏导。”海珠交警麦警

官告诉记者， 他们通过视频监控等方

式， 提前预估吕师傅要通过的路口，并

且转换交通灯，一路开绿灯放行。 通常

晚高峰驾车从建基路到广医二院驾车

起码需要20分钟。 在交警的协助下，吕

师傅9分钟就将孩子送到了医院， 最终

帮助孩子脱险。

记者了解到，海珠交警有一套应急

机制，有市民有应急需要求助，他们都

会启动这套应急机制，帮助市民疏导道

路救急，这个月已经有接报过几宗紧急

救人求助。

家属：很感谢热心路人帮忙

“妻子当时很无助， 很感谢交警的

帮助以及吕师傅的热心，将孩子及时送

到医院。 ”孩子的父亲李先生身在外地，

托人连夜做好了两面锦旗，分别赠送给

海珠交警以及吕师傅。李先生还通过视

频通话的方式，对海珠交警支队和吕师

傅表达了谢意。

李先生告诉记者，孩子当时肺炎刚

出院，但是出院后没有完全康复，后来

发起了高烧。 由于自己身在外地，妻子

一个人照顾孩子。得知孩子出现紧急情

况后，他也非常焦急。 他非常感谢能得

到交警和吕师傅的帮助。 现在孩子已经

出院了，但是仍需要进行复诊治疗。

在短短10多分钟的视频通话里，李

先生连提了5次感谢。 他还感谢了几个

帮助过他妻子的热心市民。“很感谢当

时的几个热心市民， 帮助我的妻子打

车，还帮忙将我的孩子送院。 虽然我不

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他

们。 ”记者了解到，当时李太太下车送孩

子到医院时，有一名黑衣女士帮助她将

孩子送往医院。

吕师傅：救人不是为了那一声谢谢

“如果当时没有交警的帮助， 我在

广医二院调头了也根本下不了车，车都

塞死了。 ”回想起当时的情况，吕师傅还

觉得心有余悸。 他从建基路“一路狂飚”

到广医二院，全靠有海珠交警的帮助。

吕师傅表示，“救人是小事而已，我

想任何一个司机遇见这种情况就都会

想办法帮忙。救人并不是为了那一句谢

谢，你说是不是？ ”

孩子昏迷母亲痛哭，晚高峰慌忙打车送医

的哥三次报警求助打通生命通道

18日傍晚，正值交通晚高峰，道路

并不顺畅，吕伟斌把一名乘客送达目的

地建基路，车辆停好后，乘客还未下车，

就有一名怀抱着幼童的女子冲上前来

猛地拍打着车窗，不断喊着“救命！ 我

的孩子昏迷了！”随着车上乘客下了车，

这名女子慌慌张张地闯进了车厢后排，

不断哭诉“师傅救命！ 我的孩子昏迷

了！ ” 吕伟斌看着女子怀中的幼童，年

约2岁，但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眼睛紧

闭着。 吕伟斌深知， 行车缓慢的此时，

拨打120救护车已经来不及了。

17:56�吕伟斌一刻不敢耽误，拨打

了110报警电话报备并求助。

18:01�吕伟斌驾驶着出租车拐入

东晓路，前方有“车龙”挡住，焦急的他

第二次拨打110。

18:06�吕伟斌的出租车行驶至广

医二院对面调头位置再一次被堵住，急

忙求助路边交警。

18:08�在交警的协助下，吕伟斌顺

利将乘客送达医院。

送医路上3次报警求助

21日上午， 越秀警方接到群众报

警，称在建设大马路小学有学生被钢珠

打中。 接报后，越秀警方迅速派员到场

开展勘查、走访等工作，并对该警情进

行立案侦查。 3月23日17时许，越秀警方

在建设二马路一住宅内抓获嫌疑人邓

某

（男 ，广州人，

67

岁 ）

，当场查获弹弓1

把、钢珠4颗、陶珠2颗。

经审讯，邓某供认近期因家庭原因

情绪压抑，多次通过打弹弓的方式来发

泄。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

讯员 阚倩 ）

工人在施工中受伤经

抢救无效死亡，家属申请保险理赔，

却被保险公司拒绝， 理由是工程公

司投保时“有所隐瞒”。 记者22日从

天河区法院获悉，法院近日判决，保

险公司仍要赔付。

2014年10月28日， 工人张某在

施工过程中摔伤头部， 不幸抢救无

效死亡。 由于张某所在的某环保工

程设备有限公司已向某保险公司投

保团体人身保险， 张某亲属向保险

公司递交理赔申请书， 不料遭到拒

绝。 2017年6月5日，张某亲属杨某等

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提出由保险公

司支付赔偿金、 支付治疗费等诉讼

请求。保险公司辩称，投保人在投保

时故意隐瞒投保工程实际工程造

价， 保险公司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

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法院认为， 保险人在明知工程

造价不属实的情况下， 仍继续予以

承保，未尽谨慎核查义务，应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 天河法院一审判

决， 保险公司向原告支付保险金65

万元。 宣判后，保险公司提出上诉。

广州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投保人报低工程造价，

工人死亡保险公司拒赔

法院：怠于审查须赔付

因感情纠纷谎报警情

男子被依法行政拘留

广州越秀警方通报：

吕师傅给记者看监控，讲述当时的情形。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因情绪压抑打弹弓伤人

一男子被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