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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社会

遛狗时狗咬了狗 起纠纷人打了人

一老汉为狗复仇打昏中年男
格追踪报道

撞死骑车人后逃逸

农用三轮车司机落网

本报9月2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郁) 9月2日下午4点20分许，莱

芜一路上发生了一起狗咬狗引发的

人打人事件：一名六十多岁的老汉

牵着自家小狗散步时，与同样遛狗

的一名中年男子碰面，两只狗发生

撕咬，感觉自家狗被咬伤的老汉动

手将中年男子打昏在地。

“遛狗时因为狗咬狗发生争执，

两只狗的主人打起来了。”2日下午5

点多，市民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

4点20分左右，在靠近胶东路公交车

站的莱芜一路上，一名六十多岁的

老汉牵着自己家的小狗在马路边散

步时，迎面走来一名四五十岁的中

年男子，手里牵着一只大型犬也在

遛狗，结果两只狗碰面后发生撕咬，

小狗不敌大狗退到老汉身后，而老

汉感觉自家的小狗吃了大亏，一时

气愤不过，就与中年男子发生争执，

并动起手来为狗“复仇”。

“中年男子身材看上去挺壮实

的，没想到竟然会被一个六七十岁的

老汉打倒在地。”目击者称，双方发生

冲突时，中年男子还拄着一根木拐

杖，虽然他长得很壮实，但是他自始

至终都没有还手，也没有用拐杖还
击，所以很快被打昏在地，随后有人

打了120电话并报了警。中年男子很

快被120送到市立医院接受救治，而

动手打人的老汉则被警察带走。

知情人透露，中年男子前不久

刚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身体还没

有复原，所以平常外出时都是拄着

一根拐杖。

下午6点多，记者从市立医院了

解到，被打昏的中年男子正在接受

检查，并需要继续观察。

对于如何赔偿一事，山东华爱

律师事务所的项伟峰律师认为，单

纯从动手将人打伤方面说，老汉对

中年男子被打伤负有全责，应该赔

偿由此产生的医药费、护理费、营养
费、交通费和误工费等；如果中年男

子因为被打伤心脏病复发的话，所

涉及的赔偿事宜需要进一步商榷。

“如果中年男子事先告知对方自己

有心脏病的话，那么打人者负有主

要责任；如果打人者不清楚对方的

身体状况，则负有部分责任。”

(奖励线索人徐先生30元)

本报9月2日讯(通讯员

刘春芳 胡永绪 记者
赵壁) 本报曾报道过的

“驾驶蓝色农用三轮将一骑
自行车中年男子撞倒并导
致其死亡后逃逸”事件，近
日有了突破性进展，逃逸司
机赵某已落网，被城阳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近日，在城阳区正阳西
路上马街道葛家屯村西路
口处，发生一起车祸，一辆
农用三轮车撞了自行车后

逃逸，骑自行车的男子伤势
严重，抢救无效死亡。肇事
现场只剩下自行车，民警发
现前轮粘有蓝色油漆，初步
确定是一辆蓝色车，趁着夜
色逃逸。

民警一路去淄博化验
漆片，另两路用三天时间排
查了12个社区，40余辆蓝色
农用车，后来得到线索，河

套街道某社区赵某有辆蓝
色农用三轮车，有重大作案
嫌疑。民警随即将人和车辆
带到事故处理科审查，刚开
始赵某极力狡辩，不承认自
己作案，最终在证据面前，

赵某低下了头，交代了所有
犯罪事实。赵某称，“发生肇
事逃逸后，自己三四天没合
眼，没睡一个囫囵觉。”赵某
坦承车辆没年审，没有保险
是肇事逃逸的主要原因。

目前，赵某已被刑事拘
留。

面对意外财不厚道

刚回宾馆就被抓获

本报9月2日热线消息
(记者 张潇元 通讯员

赵海燕) 去银行取钱，却有

了“意外收获”。1日下午，江

苏来青的张某，在崂山区一
银行ATM机取钱时，发现
机器里还放着一张卡，卡内

还有4900多元钱。面对意外

财，张某不厚道，把卡里的

钱取了个精光。没想到，刚

回宾馆30分钟就被警方抓

获，被行政拘留15天。

江苏连云港的张某，今

年只有23岁，近日，他来青

岛看望女友，因为身上的现
金不多了，便想着去银行里

取钱，走到香港中路一家银
行的自动取款机前，刚要插
卡时，却发现ATM机里竟

还有一张卡，上面显示的余

额为4900多元。事后张某表

示，他当时看到卡里有钱，

高兴坏了，趁四周无人，张

某分4次取走了4900元后，

就到附近的旅馆住了下来。

失主回到银行，虽然找

到了自己的卡，可卡里却一

分钱也没有了，赶紧报了

警。崂山警方通过调取银行

监控录像发现，嫌疑人是

一名戴眼镜的青年男子，

取钱后与一女青年带有行

李箱等物品沿马路往西离

去，警方判断嫌疑人可能

已入住在附近旅馆，于是

就对周围旅馆13时20分以

后入住的旅客仔细进行排

查，最后在离银行不远的

崂山区一旅馆131房间抓

获违法嫌疑人。2日张某

因涉嫌信用卡诈骗被行政

拘留15天。

“聪明人”专找小路停车

没想到被居民举报挨罚

本报9月2日热线消息
(通讯员 王渊文 记者
苑菲菲) 将车停在停车位

上得交停车费，一些司机为

了省钱居然盯上了附近小

路的人行道，且一停就是一

天，让不少外出活动的老居

民大为恼火。

近日，家住李沧区西山

附近的居民投诉至城管执

法中队，称居民楼下面的人

行道成了“停车场”，不少老

人想趁凉快外出活动都找

不到场地。李村城管中队接

到消息后，派出专人对西山

附近多条马路两侧人行道

进行巡查，发现情况果然如

居民所说。人行道上密密麻

麻挤满了车，连盲道也未能

幸免。“我们几个老邻居看

到后去制止，居然有司机还

说人行道是公共场地，我们

能走他们就能停车，太让人

生气了。”一个老大爷说。

据介绍，此次共查处乱

停车辆30余辆。随后，执法
人员对乱停车辆开出了罚
单(如下图)。

分手一月后求欢遭拒

85后小伙强暴前女友

本报9月2日热线消
息(通讯员 林阳 记者

赵壁) 女友一个月前
就提出结束两人的恋人
关系，85后小伙招某以让
前女友取回衣服为借口，

将她骗到住处。招某向前
女友提出发生性关系遭
拒绝，大怒之下对前女友
拳打脚踢将其强暴。近
日，法院判决招某强奸罪
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三
年零六个月。

1989年出生的青岛
小伙招某，只有高中学
历，平时游手好闲，一直
没有什么稳定工作。招某
和崔某某原本是恋人关
系，两人同居在一起。因
为招某不上进，2010年4

月崔某某向招某提出结
束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

招某虽然一直纠缠，无奈
崔某某态度坚决，招某也
只好默认了。

2010年5月12日中午
12时许，招某让崔某某到
他的住处取回她的衣服，

崔某某怕招某纠缠不清
没同意。招某便将崔某某
强行带到他位于青岛市
李沧区的住处，又向崔提
出发生性关系，不管招某
如何花言巧语，崔某某始
终不同意。在遭到崔某某
坚决拒绝后，招某将前女
友强行推倒在床上，崔某
某便大喊起来。招某被崔
某某的喊声激怒了，对崔
进行殴打，并先后二次强
行与崔发生性关系。当日
下午4点半，崔某某脱身
后报警，招某被抓获。经
法医鉴定，崔某某受外伤
致头皮血肿、右眼挫伤，

其损伤均属轻微伤。

法院认为，招某以暴
力手段强奸妇女，其行为
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
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强
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近
日法院作出判决，招某犯
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零六个月。

偷走户口簿要嫁已婚男

90后少女气得娘喝农药

本报9月2日热线消息
(通讯员 王洲 姜大伟
记者 赵壁) 滨州一名90

后少女丽丽(化名)在青岛
打工期间爱上了已婚的男
子，遭到家人强烈反对。丽
丽跟家人吵了一架之后偷
了户口簿，离家出走来青
岛找“男友”，丽丽的母亲
一气之下喝了农药。

1日晚7点，高速交警
青岛大队接到一名男子
的求助电话，称他的侄女
因为感情问题和家人发
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偷
着离家出走，现在正乘坐
一辆滨州开往青岛的客
车，他正在追赶此客车，

请求民警帮忙拦截客车，

帮助他救助侄女。

接到报警后，两名执
勤民警立即动身赶赴青
岛收费站，拦截此客车。

在青岛收费站，执勤民警
认真观察每一辆过往客
车。两个小时后，民警终
于发现丽丽乘坐的客车
驶出收费站，民警立即将

其拦截，并示意驾驶员靠
边停车，不许打开车门。

15分钟后，丽丽的叔
叔和家人驱车赶到，民警
核实了丽丽亲属的身份，

并了解了相关情况。丽丽
的叔叔称，丽丽在青岛上
班找了一个青岛的男朋
友，但是她的男友有家
室，所以遭到家里人的强
烈反对。1日下午，因为男
朋友的事，丽丽又和家人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说是
要嫁给男朋友，并偷了户
口簿离家出走，坐上来青
岛的客车找她的男朋友。

丽丽出走后，她母亲
一气之下喝了农药，现在
正在医院抢救。在民警示
意下客车驾驶员打开了

车门，丽丽见到其家属的
一瞬间，情绪变得十分激
动，并撕扯、吵闹着要见
她的男朋友。民警和丽丽
的叔叔安抚住她并说了

她母亲的情况，丽丽的情
绪才逐渐平静下来了，并
最终同意回家。

台风“圆规”使青岛的气温降低了不少，偶尔还会会飘起雨点。

2日，大风刮起，秋叶落下。看来，青岛的秋天真的来了。

本报记者 张潇元 摄
落叶知秋

◎唉！瞧这俩情男痴女◎

格社会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