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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翻斗车抢道撞死无辜路人
司机任某、刘某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被逮捕

本报 3 月 9 日讯(记者 赵

磊 通讯员 贺超 陈士海)两

辆翻斗车因抢道发生磨擦，两

司机不甘示弱，相互碰撞行驶
400 余米，将一名骑电动自行车

顺行行人撞死。 8 日，嫌疑人

任某、刘某因涉嫌以其他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临朐县

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 月 22 日中午 12 时许，临

朐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

报警：在东红公路辛寨镇路段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骑电

动自行车行人被撞死。交警大
队五中队民警经现场勘查和调

查了解，发生此起事故是因两

辆翻斗车相互飙车引起的。在

行人无故遭殃之前，两车已碰

撞行驶 400 余米，路边部分公
共设施被撞坏。

案发当天， 24 岁的司机刘

某驾驶鲁 16/***15 重型翻斗

车，由北向南行驶至东红公路

辛寨路段红叶地毯附近时，欲

抢道强行超越另一名司机、 20

岁的任某驾驶的鲁 16/***50 中

型翻斗车。被超车后，任某不
甘示弱，在后面加速追赶。因
刘某占据超车道，任某从右侧
超车逼迫刘某。两车互不相

让，不顾公路上众多车辆及行
人安全，相互碰撞行驶。因驾
驶车型关系，刘某用车身压制

任某车头，将他碰撞逼迫至跨
上路沿石行驶，导致路边部分

路桩、树木、线杆等撞坏，损

失价值 19000 余元。

两车以 70 多公里时速碰撞

行驶至河北桥附近时，任某驾
驶的翻斗车将顺行骑自行车上

班的程某撞死后，行驶 100 余

米失去控制，冲入路边花坛。

任某急打方向，翻斗车横跨公
路直至冲入对面花坛才被迫停

车，任某这才打电话报警称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而刘某见发

生惨剧后，慌忙逃窜，驾车行
驶至蒋峪路段才停车报警。

任某、刘某年轻好胜，一
时冲动竟酿成如此惨剧，给他人

和公共安全造成危害，面对重罪

处罚，两人追悔莫及。3 月 8 日，

任某、刘某因涉嫌以其他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临朐县人

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拎棒球棍追着朋友打；KTV 里损坏设备还打人

一小时内两起“酒架”被止
本报 3 月 9 日讯(记者 李

涛 通讯员 苑国强)酒桌闹意
见，小伙拎起棒球棍就打朋友；

酒后损坏设备，消费者与 KTV

员工动起了拳脚。8 日晚，在一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安丘就有

两起因醉酒发生的打斗被止。

8 日晚 21 时许，安丘市公安
局法制室的 3 名民警，在该市一
美食街执行夜间巡防任务时，突然

听到不远处一名男子高喊“打人

啦”。民警迅速赶过去，见一名年轻

男子手持棒球棍，怒气冲冲的在大
街上追赶另一名年轻男子。

民警上前制止两人时，不想

先前被追的男子竟替追赶他的

男子求起情来。原来，两名男子

李某和王某是朋友关系，当晚两

人在附近一家酒店喝酒时，一时

言语不和发生争执，李某借着酒
劲，拿着棒球棍将王某赶到了大
街上。随后，民警赶到两人吃饭

的酒店，了解了经过后，对两人

进行了批评教育。

相隔一小时左右，当晚 22

时许，同一组巡逻民警巡逻至该
市某 KTV 门前时，发现几名年

轻男子将一名男子按到在地，正
要动手殴打，民警迅速上前制

止，并对现场进行了控制。增援

民警到达现场后，将几名男子带
到了安丘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调

查。原来，被按倒在地的男子刘某

与朋友来到该 KTV 唱歌，由于

饮酒过多，一时兴奋，刘某的朋友

打碎了包间内的练歌设备，同时

还殴打了 KTV 前来问询原因的

员工，之后逃离了现场。

正当刘某离开 KTV 时，

KTV 的员工要求刘某赔偿被拒。

双方随即发生争执，随之就动起

手来。而恰在此时，巡逻民警正好

巡逻至此将事件平息。目前，城北
派出所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

替朋友出头，

小伙连捅人四刀

躲在宾馆一月后被抓

本报 3 月 9 日讯(记者 赵磊)男子

王某在迪厅内喝酒，因为朋友被欺负，所

以“仗义出手”，将对方连捅四刀，造成重

伤。事后，王某躲藏在宾馆中，7 日，民警

将王某抓获。

2 月 6 日晚上，王某跟朋友到潍城

区一家迪厅玩耍。11 点多的时候，朋友

赵某过来说，他在进迪厅的时候，跟一个

男青年相撞，于是发生了口角。

王某一听，就随着赵某一起去寻找

这个男青年。在迪厅门口，王某找到了男

青年，一言不合，两人争执起来。随后，迪

厅的保安人员过来，将双方分了开来。王

某见状，就拉着朋友再次回到迪厅。结

果，刚刚发生争吵的男青年却追了过来，

对着王某脸部连打两拳。

王某眼看自己被打，也不愿吃亏，掏

出随身携带的刀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向

着对方连捅四刀。男青年被捅以后，倒在

血泊中。王某见状，也感觉自己闯祸，连忙

跑出迪厅。

城关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现

场，被捅的男青年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

鉴定，男青年胃和肝脏被刺伤，构成重

伤。

案发后，民警多次到王某家中抓

捕，但是他始终没有回来。 3 月 7 日，

经过一番侦查，民警终于在奎文区一家

宾馆中将其抓获。

目前，王某已经被潍城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9 日，在福寿街

与文化路交叉路口附

近的门头店内，大虞

街道的工作人员正对

流动人口育龄妇女进

行调查登记，以加强

对她们生育状况的了

解。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街道摸底

育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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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司令部医

院著名股骨头坏死病专

家王瑛教授，毕业于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多次出国

进修学习。工作中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重点研

究股骨头坏死发病原因和

新的治疗方法，取古医精

华，结合现代高科技，解决

这一世界难题。她与科研

组专家成员翻阅历代医学

书籍、世界医学相关资料，

从股骨头坏死发病机理入

手，在数百种天然动植物

药中提炼高效成分，以世

界稀有珍贵“刺山麝”为君

药，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

“中华活骨宁”等新药，药

效直达病灶，加快骨组织

再生，作用准确，疗程短，

见效快，合理用药，药效针

对股骨头坏死的部位促使

骨组织和毛细血管迅速生

长，短期恢复健康。经北京

等权威医院上万例中外患

者临床验证，对各期久治

不愈的股骨头坏死有特

效，填补医学史上股骨头

坏死无法治疗的空白，是

患者治疗的难逢机会。

电话：0531-82025296
(地址同下)51686304

济南军区司令部医

院著名脊柱炎、类风湿

病专家张秀骊教授毕业

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多

次出国讲学，工作中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长期

重点研究脊柱炎、类风湿

发病原因和新的治疗方

法，取古医精华，结合现代

高科技，解决了这一世界

难题。她与科研组专家成

员翻阅历代医学书籍、世

界医学相关资料，从脊柱
炎、类风湿发病机理入手，

应用人类白细胞抗原、抗
体为依据，在数百种天然
动植物药中提炼高效成
分，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

“脊柱炎康宁丸”、“活血镇
痛丸”等多种新药，填补了

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无
药治疗的空白。经合理用

药，药效直达病灶，加快骨
关节修复，使畸形、功能障
碍的各部位关节短期恢复
正常。经北京等权威医院

上万例中外患者临床验

证，该药见效快、作用准
确、疗程短，尤其适合病程
长，反复发作、体弱的患
者，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82025806
51689389

咨询

电话

地址：济司机关医院(济南

市委南门对面)东一楼股骨

头坏死科、脊柱炎科、类风

湿科；济南大纬二路南首

建国小经三路，乘 4、35 路

公交车到经七纬二路站下

车往南 150 米右(西)拐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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