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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泥版“唐宫小姐姐”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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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万欠条被人顺走？
铁警两天一夜追回

她十分喜欢，
随后她就看着视频，
模仿
着把她们捏成了一个个小泥人。
刚开始捏这些小泥人时动作慢，
捏
一个需要两个小时，
慢慢熟悉后，
手也
快了，
半小时就能完成一个。许多人看
到她捏的唐宫小姐姐后表示想学，为
此她也愿意把方法免费分享给大家，
弘扬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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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晓冬
通讯员 朱幸
3 月 1 日，郑州市民闫女士展示
着自己模仿创作的泥人版“唐宫小姐
姐”，一个个娇憨又灵动的小泥人，造
型十分俏皮可爱。
据闫女士称，
今年春节她看了河南
春晚，
其中《唐宫夜宴》表演中的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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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 61 岁环卫工大爷
自费 2000 元打造豪华公厕
环卫工大爷布置成霓虹灯闪烁、动
感音乐环绕、洗手池和便池边被花
草包围……3 月 1 日，东方今报·猛
犸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周口市区交通
路东段的这所豪华 KTV 公厕，见到
了走红网络的六旬环卫工王师傅，
此时王师傅正在忙碌着更换公厕里
的绿植。
“我今年 61 岁，是一名退休职
工，退休后在家闲不住，
就来环卫当
了一名公厕管理员，因为爱好花花
草草，又赶上过新年，
就自费购买些

花花草草、彩灯和音响把公厕布置
一下，不仅美观而且更能增添节日
的气氛。
”王师傅笑着说，
“只是出于
个人爱好和本职工作，没想到在网
络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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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康
见习记者 白俊峰
3 月 1 日，周口 61 岁环卫工王
师傅自费把公厕打造成豪华 KTV
样式走红网络。
“我是这所公厕的管
理员，因为我喜欢花花草草，又赶上
过年，为增添节日气氛，
我把公厕布
置一下，花费也不多就 2000 元，都
是我自己购置的。
”
周口六旬大爷把公厕布置成
KTV 登上网络热搜，在各大视频平
台引发热议。视频中的公厕被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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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与家人闹矛盾竟负气跳井
陷入昏迷幸亏被紧急救出
缓缓往上拉。
经过 15 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
人员被成功救出，经过现场简单治
疗后，
送往医院救治。目前，
男孩已
脱离危险安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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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井下信号不好，
不能通话），
经过
20 分钟的搜索，最终确定被困人员
位置。
经观察发现，井口直径约 1 米，
井深约 4 米，井口被枯树枝覆盖。
由于井下空气稀薄，救援人员
往井下输送新鲜空气，先后指派两
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
同时携带安全腰带、救援头盔等救
援装备下入井中对被困人员进行施
救。被困人员因井下氧气稀薄陷入
昏迷状态，两名救援人员立即将救
援装备系到被困人员身上。其余救
援人员与周边群众合力将被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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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杨继盈 通讯员 李文静
近日，焦作市马村区一名 17 岁
男孩因与家人闹矛盾，离家出走，
负
气跳入井中。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利
用救援三脚架、绳索及安全腰带对
其进行施救，
被困者成功获救。
2 月 27 日 20 时 13 分，焦作市
马村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
安阳城乡庙前村一人落井。救援人
员到达现场后，经了解，
被困人员为
一名 17 岁男孩，因和哥哥产生矛
盾，独自外出跳入枯井中，发现不能
自己上去，就向家人发微信位置求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莉
■见习记者 王琳 实习生 王舒镭
通讯员 梅根茂
“我的包不见了，
里边有很重要
的东西，重要的是有一张 19 万的欠
条，那都是工人的工资……警察同
志，帮帮我吧。”2021 年 2 月 26 日，
正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到处一
片祥和的氛围，大部分市民都在家
团圆，而郑州乘警支队五大队副队
长娄志平带领民警梅根茂、辅警张
庆斌却在为旅客寻找贵重物品奔波
在路上。
据求助的旅客汪先生讲述，他
家是信阳的，其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乘坐由信阳到郑州的 K458 次列
车 12 号车厢 17 号下铺到郑州站，
下车后才发现自己将一黑色的单肩
包遗忘在铺位上，包内装有黑莓手
机一部，现金一千余元，护照、港澳
通行证等证件，
还有一些资料，
最重
要的是一张 19 万元的欠条，涉及工
人工资，
所以十分着急。
娄志平了解情况后，立即开展
查找工作。凭借多年的刑侦工作经
验，他立即请求刑警二大队协助开
展工作，
并带领民警梅根茂、辅警张
庆斌前往 K458 次列车调取车厢及
风挡监控。
后经娄志平对车厢监控一帧一
帧地观看，
一帧一帧地对比分析，
研
判得出汪先生遗忘的包极可能是
12 号车厢旅客冯女士在郑州站下
车拿走。
于是娄志平便立即与冯女士联
系 ，然 而 没 想 到 电 话 始 终 无 法 接
通。娄志平便采取多种方式尝试，
终于在 2021 年 2 月 26 日 10 时许与
该旅客联系上。
据冯女士讲述，自己在郑州站
下车时，发现 12 号车厢 17 号下铺
有一黑色斜挎包，
无人领取，
当时车
厢其他旅客已经下车完毕，自己就
顺手拿走了。
冯女士已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
12 时许主动向郑州乘警归还旅客
汪先生遗忘在铺位上的黑色斜挎
包。娄志平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 16
时许将旅客汪先生遗忘在铺位上的
黑色双肩包返还旅客。
旅客汪先生接到自己的包后激
动地说：
“ 太感谢你们了，如果欠条
丢了，
我就无法要回欠款，
工人开工
的工资也就没有着落了，再次感谢
你们。
”娄志平回复旅客：
“警察的工
作就是为旅客排忧解难，踏踏实实
为群众做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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