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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百余人出国务工中介费后失踪
合肥警方劝投一名境外逃犯
星报讯（合公新 记者 王玮伟） 以介绍出国务
工为由，收取了 100 多名务工人员的中介费 100 多
万元后，合肥某劳务公司负责人王某逃至马来西亚
躲避务工者并关闭手机，安排出国务工的承诺更是
无法兑现。10 月 10 日，
记者从合肥警方获悉，
日前，
经过动员其家人，
逃跑了 47 天的王某已回国投案。

收取百余人出国务工中介费后失踪
8月7日，
冯某等人到瑶海警方报案称：
位于合肥市
瑶海区的合肥金鑫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某，
从
2017年9月开始以介绍出国务工为由，
收取了100多
名务工人员的中介费100多万元，
期间一直未能安排出
国务工，
到2018年8月初突然手机关机，
失去联系。
接到报案后，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高度重
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工作。经调查发现
嫌疑人王某在国内没有相关的活动轨迹，于 2018
年 8 月 4 日凌晨离境。
为尽快将王某抓捕归案，最大限度的挽回受
害人的损失，瑶海分局成立追逃专案组，专案组围
绕王某的亲属等人展开工作，在省公安厅、合肥市
公安局猎狐追逃办的指导下，掌握了相关信息，发
现嫌疑人王某自出境后一直在马来西亚活动。

从抵触到配合，
警方规劝其回国投案
专案组民警先后十多次来到肥东王某老家走

访调查，发现其父母早已不在那里居住，最后通过
多 方 面 打 听 ，最 终 在 市 区 一 个 地 方 找 到 了 其 父
母。开始的时候王某父母对专案组民警的到来有
抵触情绪，经过多次耐心的法制宣传，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专案组向其父母讲明利害关系。王某
父母从抵触到积极配合，态度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随后，警方又了解到王某有一儿一女，女儿在
合肥重点高中读书，而且学习成绩很优秀；儿子在
上幼儿园。
通过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专案组民警终
于获取和王某联系的渠道。根据王某的个人及家
庭成员情况，专案组民警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通话
中向王某描述了其 70 岁高龄的父母，整日以泪洗
面、盼儿早归的迫切心理；儿女健康成长、希望有
父亲陪伴的重要性；作为家庭的顶梁柱，上应孝敬
父母、下应管教好子女，做好榜样，承担应有的职
责和担当。
民警通过法制教育、亲情规劝等措施，动员王
某父母及亲属积极规劝王某回国投案。最终，逃
跑了 47 天的王某答应回国自首。
得知王某 9 月 19 日凌晨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专案组民警不顾疲劳、冒着大雾连夜驱车赶往
上海将王某押解带回合肥。目前，瑶海公安分局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王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为
受害群众追回大部分赃款。

□ 健康热线

注意！面瘫患者不能用冷水洗脸
引起周围性面瘫的原因有哪些？面瘫患者的
日常生活有哪些注意事项？10 月 9 日上午 9：30～
10：30，本报健康热线 0551-62623752，邀请了安
徽省针灸医院急诊科主任杨成与读者交流。
□ 王津淼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面瘫患者忌生冷油腻刺激性食物
读者：面瘫患者的日常生活有哪些注意事项？
杨成：忌：生冷油腻刺激性食物，不易消化，热
性补药，热性食物，烟酒，浓茶，绿豆，羊、狗肉，动
物内脏。食：新鲜蔬菜，粗粮如豆类，黄豆制品，玉
米，瘦肉，洋葱，山楂，海带，大枣，苦瓜，冬瓜，黄

下周预告
牙齿排列不齐、地包天、龅牙等需要做正颌
手术吗？正颌手术前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下
周二（10 月 16 日）上午 9：30～10：30，本报健康热
线 0551-62623752，将邀请合肥市口腔医院口腔
颌面外科教研室主任沈末伦与读者交流。
沈末伦，口腔医学硕士，专业主攻方向牙颌
面畸形的正颌手术治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
论文 1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 徐莉 记者 马冰璐

星报讯
（齐藤 记者 于彩丽） 10 月 10 日，作为 2018 年“全国
双创活动周”合肥分会场重要活动之一，合肥市第十六届青少年科
技创新市长奖颁奖大会在安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经过严格审查、
评审，共有 10 人获得“合肥市第十六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3 人获得“合肥市第十六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提名奖”。同
时，为表彰先进，进一步激励合肥市科技辅导员争当培育先锋，还
授予 10 人合肥市 2018 年“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和 74 人合肥市
2018 年
“优秀科技辅导员”
称号。

怀疑妻子不忠 合肥男子
竟以杀人要挟民警助其索要赔偿
星报讯（东公新 记者 赵汗青） 近日一天半夜，合肥新城派
出所接报警，报警人称自己怀疑妻子不忠，希望派出所予以处理，
否则就要杀人泄愤。
接到报案后，民警迅速出警，并在街头找到该男子，发现该
男子身上并无凶器，随后将其带回派出所。在派出所，该男子情
绪异常激动，提出希望民警予以调解，要求对方男子对自己进行
经济赔偿，并称自己是受害者，理所应当得到补偿。该男子甚至
告诉民警：
“便宜不能被白占”。
如此以杀人相要挟的荒唐调解要求，民警也是第一次遇到。
经过几个小时的安抚，该男子情绪才渐渐稳定。从该男子的叙
述中，民警了解到，该男子姓胡，30 岁，与妻子长期两地分居。今
天发现妻子与他人有暧昧短信，遂觉得妻子对自己可能不忠，但
妻子矢口否认，夫妻俩大吵一架后，男子气得从家里跑了出来，
一个人胡思乱想，越想越气，总觉得自己吃亏了，于是想到了报
警“求助”，让警察帮其找对方男子索要“赔偿”。经过几个小时
的普法宣传及思想工作，该男子表示不会做出极端的事情，为了
家庭，为了孩子，会回去和妻子认真沟通交流。

合肥 8 家居民住宅楼下餐饮店关闭

举报餐饮油烟，或可奖励 100 元

多种原因会引起周围性面瘫
读者：引起周围性面瘫的原因有哪些？
杨成：西医对引起周围性面瘫的病因归纳起
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感染性病变如耳部带状疱
疹、局部感染、脑膜炎、腮腺炎、猩红热、疟疾等。
（2）耳源性疾病如中耳炎、乳突炎、颞骨化脓性炎
症等。
（3）肿瘤如基底动脉瘤、颅底肿瘤、听神经
瘤、颈静脉球肿瘤等。
（4）外伤如面部外伤、颅底骨
折。
（5）中毒如酒精中毒，药物中毒，化学物品中毒
等。
（6）代谢障碍如糖尿病、维生素缺乏。
（7）其他：
血管机能不全，先天性面神经核发育不全等。
中医对引起周围性面瘫的病因归纳起来是：人
体正气不足、络脉空虚、风邪、寒邪乘虚入中而致
病。例如，
雨淋、
吹风扇、
坐车被风吹、
吹空调等。

10 名中小学生荣获合肥市
第十六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杨成，副主任医师，国医大师学术经验继承
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疗法、针灸与中药结合
治疗多种急慢性疑难痛症、运动系统疾病等。
瓜，香蕉，紫茄，丝瓜，南瓜，甜瓜，桑椹。动：适当
活动，加强身体煅炼，常听轻快音乐，心情平和愉
快，充足睡眠。减：减少光源刺激，如：电视、电脑、
紫外线等。闭：面部抽搐时，应双眼紧闭，嘴紧闭
(痉挛患者禁食酸性食物)。

星报讯（计宇 正球 董骏 记者 沈娟娟） 记者从合肥蜀山经
济开发区城管局了解到，该局在开展餐饮业油烟整治行动中对
新增、漏报、反弹的 8 家居民住宅楼下餐饮店予以关闭。
日前，在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稻香路两侧，城管执法队员开
展餐饮业油烟整治工作，对新增、漏报、反弹的 8 家居民住宅楼下
餐饮店予以关闭，淮北小吃、肥叔锅贴、华莱士、山城酒家、美加
美快餐等曾让楼上居民饱受油烟之苦，在此次整治工作后将不
再“冒烟”。
据介绍，蜀山经济开发区前期摸排出立即关闭类共有 56 家，
随着这 8 家居民住宅楼下餐饮店关闭，辖区内立即关闭类整治已
基本结束。相关负责人透露，下一步将加强对已关闭或已转产
的经营户的监管，防止反弹、回潮。
如果你家楼下也有这样的餐饮店，可通过蜀山区餐饮油烟整
治办电话 0551—65597654，对违规餐饮经营行为进行投诉。举
报内容经核查属实的，对首报者奖励 100 元。经核查，举报信息
属实的，整治办会通知举报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整治办现场领
取举报奖励。此次有奖举报时间到 12 月 31 日结束。

面瘫患者不能用冷水洗脸
读者：面瘫患者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杨成：护眼：由于眼睑闭合不全或不能闭合，
瞬目动作及角膜反射消失，角膜长期外露，易导致
眼内感染，损害角膜，因此眼睛的保护是非常重要
的，减少用眼，外出时戴墨镜保护，同时滴一些有
润滑、消炎、营养作用的眼药水，睡觉时可戴眼罩
或盖纱块保护。
局部护理：热敷祛风：以生姜末局部敷于面瘫
侧，每日 1/2 小时；温湿毛巾热敷面部，每日 2～3
次，并于早晚自行按摩患侧，按摩时力度要适宜，
部位准确。此外，面瘫患者应注意不能用冷水洗
脸，避免直接吹风，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添加衣物，
防止感冒。遇风、雨寒冷时，注意头面部保暖。

日前，长丰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的队员们踊跃加入无偿献血
行列, 为社会奉献一份爱心。在献血现场，队员们认真填写献血
登记表，在工作人员的统一安排下，做好体检和化验，有条不紊
地进行各项程序。据了解，本次成功献血者共有 20 人，共献血
5800 毫升。
□ 记者 徐越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