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zhouguangdianbao

06 达州圈
2019 年 4 月 12 日 编辑：蒲 骄

路遇小货车失火 公交司机义务扑救
路遇
小货车失
火 ，90 后
公交司机
紧 急 扑
救。

近日，达城龙郡隧道通往南
外方向出口发生紧急情况，一辆
小货车车厢冒起白烟，正在后方
行驶的 30 路公交车司机袁程发
现险情后，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帮
忙灭火。
随后，记者从达州市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客运三公司调取的
一段监控视频中看到，画面中身
穿工作服手拿灭火器的小伙就
是袁程。 当时，小货车司机将车
停在路中间，正在整理货车里冒
起火花的纸盒。 货车司机尝试将
火吹灭， 可纸盒的燃烧速度很

快，无法立刻熄灭，货车厢里的
白烟反而越冒越大。 小货车在交
通要道处发生燃烧，附近来往的
车辆较多，为了避免造成更大伤
害，此时，袁程毫不犹豫前去帮
忙灭火。 袁程熟练地将灭火器对
准火点扫射， 短短几分钟时间，
车内的明火被扑灭，袁程便回到
公交车上，继续工作。
其实，袁程已经不是第一次
出现在突发事件的现场了。 今年
一月初，袁程驾驶公交车经过彭
家湾附近时，看见一居民家中起
火。 他第一时间拿起车上的灭火
器，冲进火场。 由于当时火势太
大，袁程还因此受了伤。 此后，袁
程便多了一个新的称呼——
—“救
（南西 楠鑫）
火英雄”。

看病途中疑遇医托 患者被
“忽悠”

看
病途中
疑遇医
托，患者
觉得被
“忽悠”。

最近， 市民卫女士觉得身体
不适去医院看病， 没想到在等待
就诊的过程中， 两名女子一前一
后和她搭讪， 最终卫女士被带到
另外一家门诊去看病。 事后，她却
觉得自己上了当。
卫女士今年 37 岁， 前段时
间，她感觉自己反应变得迟钝，同
时伴有记忆力下降、头疼等症状。
于是，她便前往医院准备检查。 在

等待医生的过程中， 卫女士和旁
边一同等候的病人聊起了天。 原
本只是闲聊， 可另外一位红发女
子的加入， 让卫女士在医院看病
的想法开始有些动摇。 红发女子
告诉卫女士， 她在医院花了很多
冤枉钱却没有检查出来病情，最
后还是去外面一家诊所治好了。
听红发女子说到这里， 原来就担
心医院检查费用较高的卫女士开

始有些心动，而此时，另一名女子
同样表示自己在医院治疗了三个
月没有好转。 随后，红发女子立即
接话说， 那名中医就是专门看头
疼的，效果很好。 听到这里，卫女
士彻底心动了， 她便主动问起了
那名医生的所在地。
就这样， 卫女士和那名年轻
女子一同前往了新桥门诊。 通过
中医把脉询问之后， 医生给卫女
士开了药方。 卫女士告诉记者，中
药一共有五副， 自己在家熬了一
包， 但她并没有喝， 因为回家之
后，她便觉得这药开得有些奇怪。
新桥门诊会不会将钱退还给
卫女士呢？ 随后，记者跟随卫女士
一同来到了位于南城的新桥门
诊。 最终，新桥门诊将钱退给了卫
女士。
（露唯 杨旭）

路人救治受伤学生 家长致谢
初中
生放学途
中 被 捅
伤， 路人
伸援手紧
急救助。
近日， 市民何先生反映称，
他想寻找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
人，这个陌生人是他孩子的救命
恩人。
事发当晚 10 点钟左右，万
源市河西漫水桥附近发生了一
起恶意伤人事 件 ，15 岁 的 初 三
学生小刚放学回家途中被人用
匕首捅伤了腰部， 伤势十分严

重。 从目击群众提供的视频看，
受伤的小刚坐在花台上，左边腰
部渗出大量鲜血。 现场还有一位
同学一直在对小刚的出血部位
进行按压，帮忙止血。 小刚的父
母在外打工， 家中只有一位 70
岁的奶奶负责照顾他。 当晚十点
多钟，小刚的父亲何先生接到了
班主任老师打来的电话。 何先生

说， 小刚就读于万源市第三中
学，学习成绩很不错。 捅伤小刚
的是一名万源中学的在校学生，
双方并不认识。 根据医生诊断，
小刚的左侧肋骨骨折， 脾脏、肾
脏、胃部均不同程度受伤。 如今，
小刚病情已经稳定，可当初若不
是好心人及时救助，小刚或许会
有生命危险。 事发当时，一位陌
生男子刚好路过并对小刚伸出
援手，男子第一时间指挥周围学
生拨打 120 急救电话和 110 报
警电话，让受伤的小刚及时得到
了救治。 通过多方打听，何先生
终于联系上了这位好心人周先
生。 小刚父亲为周先生送上锦
旗，对他表示感谢。
目前，公安机关对此事介入
（南西 玉龙）
调查。

本报讯 3 月 25 日，达川
区南外工商所在全省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集中开展的
“春雷
行动 2019”专项整治行动中，
针对当前广告宣传乱象问题，
主动找准突破口，连查两起虚
假广告宣传的市场违法案件。
当事人朱某在翠屏街道
升华街从事按摩服务经营活
动。 南外工商所执法人员在监
督检查时发现，朱某在不能提
供证明文件及取得相关资质
情况下，擅自在其经营场所张
贴印有“本店可减肥， 花费
300 元可减 5 斤； 艾灸仪，随
心所欲做艾灸， 全球首台
360°转轴科技艾灸仪； 脚灸
仪，祛湿驱寒养生专家，全球
首台盖式脚灸仪； 艾灸贴，去
痛养生专家，全球首创清幽艾
灸贴”字样广告内容。 根据《广告法》
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达
川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朱某虚假
宣传违法行为作出立即停止违法经
营行为，给予 1000 元行政处罚。
符某在三里坪街道万达路从事
汽车轮胎销售经营活动。 为吸引更多
客户扩大影响力，符某在其门店牌匾
上刻意打上“总经销：运通轮胎”，让
客户误认为该处是运通轮胎指定销
售商。 南外工商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
发现，当事人作此虚假宣传，不能提
供与运通轮胎关系相关联证明。 根据
《广告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
关规定，达川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
符某虚假宣传违法行为给予 1000 元
（吴显权）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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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达川区南
外工商所，查获一起家政服务
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广告违
法案件。
李某在翠屏街道保险街
经营一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从
事家政、保洁、清洁服务以及
室内环境治理经营活动。 3 月
27 日， 达川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李
某在不能提供证明文件及取
得相关资质情况下，擅自在其
经营场所张贴印有
“
中国室内
装饰协会”会员单位和“黄马
褂曹操到”品牌达州达川区服
务商字样宣传广告。 其行为已
违反了《广告法》及《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相关规定。
达川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根据有关规定，对当事人违
法行为作出停止虚假宣传行
为， 给予罚款 3000 元行政处
（吴显权）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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