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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大袋鼠
“漂洋过海来看你”
春节假期，去动物园和它们打个招呼呗
动物园又来新动物啦！ 2月12日下
午， 三只可爱的袋鼠漂洋过海， 一路奔
波，赶在春节前来到淮安。 放假期间，市
民赶紧去动物园和它们打个招呼吧！
■淮海晚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董明霞

这三只袋鼠原定12日
上午抵达淮安，记者一大早
就来到动物园等待它们的
到来。 记者在新建成的袋鼠
馆看到，工作人员已经为袋
鼠们铺好了草垫，打来开了
油汀，准备了食物和水。
市动物园分管饲养科
的副主任骆兆朋介绍说，袋
鼠馆共占地400平方， 由专
业人员设计， 里面配有空
调、油汀，保障袋鼠安全过
冬。
记者一直等到中午，没
见着袋鼠，只等到运送袋鼠

在袋鼠馆内，工作人员
依次打开三个木箱。 三只袋
鼠先探出小脑袋，左瞧瞧右
看看，不一会儿，便一蹦一
跳地钻出了箱子。 它们的呆
萌样把工作人员逗得乐不
可支，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
照，并第一时间将照片发到
朋友圈。
在新家里，三只袋鼠不
停地蹦跶着，不时还跳到窗
口边，像是在和工作人员打
招呼。 对于这个新家，它们
似乎很满意。 当工作人员送
来准备好的胡萝卜、 白菜、
玉米等食物，它们一点都不
客气，大口吃起来。

的司机师傅的电话。 司机
说，因为高速堵车，估计下
午才能将袋鼠送到淮安。
下午1点30分， 袋鼠乘
坐的运输车终于出现在市
动物园门口，随后一直开至
袋鼠馆旁。 得知袋鼠来了，
不少正在游园的市民也赶
了过来欲先睹为快。
因为袋鼠是热带动物，
淮安冬日的天气对它们来
说实在是太冷了。 因此，工
作人员迅速将装有袋鼠的
三个木箱搬至袋鼠馆
内——
—它们的新家。

据骆兆朋介绍，这三只
袋鼠是赤大袋鼠，又名红袋
鼠，来自澳大利亚，是体型
最大的袋鼠。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
为淮安天气还比较冷，同时
袋鼠们还需要对新家适应
几天，所以它们暂时不会与
游客见面。“到了春节假期
里，三只袋鼠就可以和游客
见面了。 ”
据了解，这三只袋鼠两
母一公， 都已经成年。“以
后，它们会常住淮安不会走
了，说不定过段时间动物园
就有小袋鼠出生呢。 ”骆兆
朋笑着说。

专属“失信彩铃”
要来20万“救命钱”

■通讯员 鲁海军
淮海晚报记者

执行法官征询潘某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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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女子为打辆出租车
三对三当街互扇巴掌

到淮安照样过
“热带生活”

春节假期与市民见面

“
感谢法院公正执法，将我的救命
钱执行到位。 ”2月9日下午，高位截瘫
的潘某，坐在轿车里，对洪泽法院的执
行法官激动地说。当天，他终于拿到了
20万元伤残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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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潘某在涂某所开
办的一人有限公司工地上从事电
工工作中，从电线杆上坠落，致使
其颈部以下高位截瘫， 后双方于
2014年1月就伤残赔偿达成协议。
在支付了38万元后， 涂某的公司
未再支付赔偿款。 经过诉讼，法院
支持了潘某的诉请， 但涂某的公
司未在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期限
内支付赔偿款。 2017年3月2日，潘
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洪泽法
院受理该案后， 对涂某的公司财
产进行查询、冻结、划扣，执行到
位7万余元。
执行法官高洪洲经过多方了
解， 得知涂某的公司已经关门歇
业，其人在外地做工程。 后经做工
作， 涂某同意在2017年底解决此
事。
今年1月29日，洪泽法院创新
执行举措， 为失信被执行人手机

号设置失信彩铃。涂某得知这个消
息， 及时与执行法官高洪洲联系，
只要暂缓对其实施，他将在春节前
还清款项。 在得到潘某同意后，法
院未对涂某实施。
“手头确实紧，欠他的钱，我心
中也很惭愧。 今天来，就是想把这
件事了了。”2月9日，涂某向高洪洲
表态，愿意配合法院工作，把赔偿
款支付到位。
当天下午，潘某在亲属的陪同
下来到洪泽法院，与早已在审判楼
前等候的法官和涂某见了面。
由于潘某高位截瘫，其只能坐
在汽车里。执行法官认真听取潘某
的意见，帮助其核算涂某未能及时
支付的赔偿款以及违约利息。
随后，涂某安排家人将执行款
19.7万余元及逾期利息7000元，一
次性支付到法院账户，并得到了潘
某家人的谅解。 该案得以执结。

晚报讯 2月11日凌晨4
点多钟， 清江浦公安分局联
盛广场警务站接到报警称，
在文庙附近某酒吧门口有六
名女子在打架。 民警接警后，
迅速赶往现场将这六名女子
带回办案区进行处理。
民警询问得知， 这六名
女子分为两拨，徐某、李某、
华某三人为一拨， 宋某、丁
某、孙某是一拨。 徐某告诉民
警，当天凌晨4点多钟，她和
两名朋友从酒吧出门， 在承
德南路上打车， 一辆出租车
迎面开了过来， 她和朋友就
准备上车。 这时，另外三名在
路边打车的女子却抢先上
车。 徐某和朋友气不过，就和
另外三名女子打了起来。 丁
某却称， 是她先招手示意出

租车停车的， 徐某等人欲捷
足先登导致冲突。
酒吧工作人员告诉民
警， 这六名女子在酒吧几乎
玩了通宵， 两拨人在酒吧出
来后，都在路边打车。 为争上
同一辆车， 双方互扇对方巴
掌。 冲突中，一名女子还拉扯
另一名女子的头发， 引来阵
阵尖叫。 出租车司机见状，离
开了现场。 眼看“战事”愈演
愈烈，该工作人员连忙报警。
经过民警的教育谈话，
六名女子都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双方互相赔礼道歉。 因为
六人的伤势都比较轻微，民
警让她们自行承担后续的医
疗费用。
■淮海晚报记者 陈帅
通讯员 沈韵

醉酒男子与妻子吵架后
晚上在高速上逆向行走
晚报讯 2月11日晚上7
点多钟， 一醉酒男子竟在长
深高速的应急车道上逆向行
走。 淮安交警支队高速二大
队交警司洪超和辅警姜来巡
逻发现后，连忙下车救援，最
终将该名男子安全送至其家
人身边。
当晚7时26分，司洪超和
姜来巡逻至长深高速由南向
北1768公里处时， 突然看见
应急车道上有一名男子踉踉
跄跄地逆向行走。 见此情形
后， 二人立即停车上前查看
情况。 他们发现，该男子浑身
散发着刺鼻的酒味， 衣服上
沾了不少泥土， 嘴里不停地
自言自语说着要寻死。 考虑
到该男子处于醉酒状态，为
防止其情绪失控冲向路中
央， 他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将其迅速带上警车。
在车上， 司洪超询问男
子的姓名、家庭住址、家人联
系电话等信息， 但其毫不理
会只是自顾自地说着话。 无
奈之下， 司洪超对该男子全

身进行了搜查， 看是否能找
到身份证、手机之类的物品。
终于， 在其上衣左侧内口袋
内找到了一部手机， 打开时
发现手机有96个未接电话。
司洪超立即通过其中一个未
接电话号码与其哥哥取得了
联系。
原来， 该男子名叫何某
某，灌南县人，当天中午一大
家人在一起聚餐时喝了近一
斤白酒， 期间因家庭琐事和
自己妻子吵架后独自离开。
全家人找不到他， 拨打其手
机也一直无人接听。 就在全
家人焦急万分的时候， 接到
了交警打来的电话， 他们一
直悬着的心才放下。
随后， 司洪超与该男子
的哥哥约定到长深高速灌南
出口见面。 19时50分，在长深
高速灌南出口， 其家人见到
了已失踪半天的何某某激动
不已。 随后，他们对交警的热
心帮助连声表示感谢。
■淮海晚报记者 陈帅
通讯员 陈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