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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布控的大货车
在济南被查住

□首席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1月9日讯 1月9日
上午9点24分，G3京台高速公路
济南西收费站前，济南高速交警
支队槐荫大队执法站集成指挥
平台突然发布预警信息：公安部
布控的假牌车冀PC8066红色大
货车，正从收费站口驶出。执勤
民警孙强立即行动，将这辆大货
车拦截下来。

济南高速交警支队槐荫大
队大队长陈宪军表示，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及《山东省高速公路
交通安全条例》的规定，伪造、变
造号牌是一项十分严重的交通违
法行为。在高速公路上变造号牌
面临的处罚是扣12分罚款5000
元，并处十五天行政拘留。

在泉水里养海豹 究竟是咋做到的
济南淡水驯化水平一度全国领先

说好的免费文眉 文了一只竟说28880元
女子稀里糊涂签了2万元欠条，经协商可诺丹婷答应作废

□记者 吴双

生活日报1月9日讯 近日，
济南市民宁女士深陷苦恼，来电
求助。原来在2017年8月份，宁女
士在海蔚大厦可诺丹婷美容机构
办理年卡，并按照工作人员提示
下载了“每天美耶”APP，便于预
约美容项目，没想到欠下巨款。

文完眉后花费28880元

1月2日晚6点40分，宁女士
再一次来到了位于海蔚大厦的
可诺丹婷美容美体机构，工作人
员说做项目的老师不在，稍后回
来。我一边等着，一边听工作人
员说我的眉毛不好看，说可以让
首席老师免费帮忙设计一下眉
形，我一想等着也是等着，就免
费设计一个吧。宁女士无奈地告

诉记者，“设计眉形的老师过来
后，我就发现竟然和给我做项目
的人是同一个人。刚设计完眉形
工作人员又要给我文眉，我不同
意，说没钱，结果工作人员说，因
为老师比较喜欢我，要给我免费
文眉，当店里的模特。”

无奈写下了2万元的欠条

据宁女士介绍，当工作人员
文完一只眉毛后，被告知此次文
眉大约需要花费28880元，听到
价格后宁女士吓得赶紧起身要
离开，被工作人员按下继续文
眉。宁女士多次表达自己没有
钱，不能支付这样高额的费用，
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拿起宁女士
放在旁边的手机，帮助其在支付
宝借钱8880元，另一名工作人员
负责刷卡。直到凌晨12点多，工

作人员告知，由于工作人员做了
担保，签了欠条才可以离开，宁
女士无奈签下了2万元的欠条。

1月3日晚上，宁女士来到
店家协商，希望能够店家退些
费用。不想店家对于此事并不
认可。

1月7日晚上，宁女士躺在床
上，想起如今自己负债累累，辗
转难眠。拿起手机，意外发现每
天美耶APP中，竟然有纹眉订
单，但自己从未预约过文眉项
目，而且在商品详情中发现，在
文眉过程中工作人员使用的工
具是价值2719元的文眉项目，认
为自己无奈之下花费的28880
元，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

“我就希望店家能将卡内余
额退回，将文眉项目以实际费用
收取，多余部分退回。”宁女士无

奈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最终同意将2万元欠条作废

1月8日下午，通过宁女士提
供的电话，记者联系到可诺丹婷
的店长。对于宁女士反映的问
题，店长表示，顾客有疑问，工作
人员会积极帮助解决。不过顾客
在文眉前，工作人员都会告知价
格，不会存在价格与文眉技术不
符的事情。当时由于宁女士不能
完全支付文眉费用，自己主动要
求打欠条。至于退卡一事，本店
办卡不退不换，若顾客执意退款
只能按照单次价格结算。

对于店长的回复，宁女士并
不认可，仍然希望店家退回部分
费用。随后店家与宁女士取得联
系，经协商，店家同意将宁女士
所签的2万元欠条作废。

失散43年 亲兄弟终于再重逢
男子出生10天被抱走，如今返济终于找到亲人
□首席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张格健

生活日报1月9日讯 1月9
日，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
柳埠派出所收到了一面锦旗，上
面写着“助人为乐 寻亲圆梦”。
这面锦旗的背后，则是一段跨越
43年的寻亲故事。

6天前的1月3日下午，济南市
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柳埠派出所
民警接到一起特殊的求助警情：
一名与家人失散43年的男子，请
求民警帮助寻找亲生父母。

该男子名叫王立启，1975年
11月18日出生，现住临沂市兰山
区。据王立启说，自己出生10多
天后就被人抱养(过继)给养父
母。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养父母
相继离世，王立启越来越思念自
己的骨肉亲人。但他只知道，当
初是舅舅把他从外地抱来的。

在舅舅家中王立启得知，自
己的亲生父母是济南柳埠九顶

塔附近的村民，亲生父母生前育
有5名子女，王立启是家中的老
小，他被抱养的那一年，自己的
大哥刚刚结婚。

根据这条线索，王立启来到
了柳埠九顶塔，开始了时隔43年
的寻亲之路。但是南部山区共有
254个村庄，柳埠九顶塔附近就
有10多个村庄，走在这片陌生却
又是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百感交
集的王立启感觉没有丝毫头绪。
万般无奈下，他抱着最后的希望
来到了柳埠派出所。

接下来，柳埠派出所民警带
领王立启在周边几个村庄开始
寻找，辖区民警将王立启个人
情况及照片在村警务助理微信
群内发布。但是因为时间太久
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这时，
在派出所工作了20年的辅警陈
法宏感觉王立启的长相与秦家
村孙某俊非常相似，陈法宏早
年曾与孙某俊同在九顶塔工
作，陈法宏设法与孙某俊取得

联系，孙某俊证实自己的五弟出
生10多天后被人抱养。至此，这
段时隔43年的寻亲之旅终于得
以圆梦。

孙某俊告诉民警，父母已经
过世多年，两位老人生前都非常
想念被抱走的弟弟。曾经多次打
听弟弟的下落，但均因线索中断

未能如愿。孙家只知道弟弟被村
中一位王姓老人抱走，给了驻扎
在柳埠的某单位一名工作人员。
上世纪80年代，该单位撤销，孙
家人就再也无法得知任何线索。
直到派出所民警带着弟弟来认
亲，43年没见面的亲兄弟终于再
次重逢！

出生后被抱走，相隔43年后济南寻根。 首席记者 吴永功 摄

《开始安装！第40届趵突泉花
灯会来了，年初一亮灯》(1月9日
生活日报官方微博)

网友@鲷鱼刺身:哎呀，年初
一还想去看流浪地球呢。

网友@淩蕤之声：挺期待的。
《自己上学“暴走娃”其实是“独
立娃”》(1月9日生活日报03版)

网友@JEN.young:：厉害啦，济
南娃。

网友@平常人：人家的孩子，点
赞。不过心疼那个四岁的小女孩。

网友@李铁锤：七岁的孩子
认路比我这快三十的强，长大会成
为一名优秀的“的哥”。

《女子申报个税扣缴发现自
己“入职”陌生公司，别蒙！赶紧
这样处理！》(1月9日济南头条)

网友@lingrun：享受个税红包
遇 到 这 种 事
情挺吓人。

网友@彤
彤123：希望税
务部门能完善
相关这款APP。

记者 程
凌润 整理

上济南头条
有话接着聊

□记者 李培乐

生活日报1月9日讯 从元
旦开始，趵突泉的两只海豹就受
到了关注。9日，本报对趵突泉的
回应进行了报道，其实淡水养海
豹也不算稀奇，济南动物园在
1993年就曾有人专门写了淡水养
殖海豹的论文。

“网红”海豹很欢腾

今天，随着趵突泉花灯的装
扮，趵突泉里热闹非常。特别是
海豹池的位置，依然是大家关注
的地方。

8日，生活日报记者在采访
时发现，眼睛有问题的海豹并不
是很爱动，景区回应说其得了角
膜炎。9日，记者在海豹池看到它
时，它正在撒欢地游，还不时将
头伸出水面，与人互动。看上去，

状态比昨天好了不少。两只海豹
交替在海豹池里欢腾，让过往的
游客不时驻足拍照。

随着本报的报道，现在越来
越多的市民关心这两只海豹，新
华社也全文转载了本报记者的稿
件。在评论区，很多的网友也表达
了对趵突泉养海豹的理解。

本报曾报道过淡水养海豹

本报在2009年曾报道过关
于淡水养殖海豹的报道。据当
时济南动物园专家介绍，趵突
泉的海豹不是淡水海豹，世界
上有18种海豹，淡水海豹只有
一种，就是生活在俄罗斯贝加
尔湖内的环斑海豹。趵突泉公
园里的海豹是北方海岸最常见
的品种，泉池中的水确实是泉
水。不过记者看到，现在的海豹
池有进水口，而且水质很清。

海洋性动物能生活在泉水
中吗？在本报2009年的报道中，
济南动物园的马战介绍说，济南
动物园从1965年开始养海豹，并
研究淡水饲养繁殖斑海豹，淡水
驯化水平一度全国领先。最初，

要在淡水中加一定比例的盐，浓
度要接近海水的标准。海豹是哺
乳动物，靠肺呼吸，适应性比较
强。后期可以逐渐减少加盐量。
原本生活在海水里的斑海豹就
能够逐渐适应淡水环境。

9日，有眼疾的海豹将头露出水面。 记者 李培乐 摄

窃贼光天化日偷电瓶
公交司机奋勇擒拿

□首席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刚

生活日报1月9日讯 “干吗
呢？放下！”1月8日下午，济南公
交7路驾驶员李师傅在运营途中，
发现有人在路边盗窃电瓶车电
瓶，迅速下车擒住小偷。人赃俱
获，小偷被移交至派出所。现场
市民一片叫好。

在李师傅驾车运行完毕回
场后，应民警要求，去派出所指
证。失主也赶到派出所作证，该
男子被依法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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