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

2011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四 编辑：宋昊阳 组版：杨茗捷C22 今日潍坊

上网看视频学用塑料片开锁
一男子连偷五户终被捉

本报 7 月 27 日讯(记者 赵

磊)一男子在无意间从网上找到

了一个视频，教授使用塑料片打
开门锁的技术。男子照葫芦画瓢

发现果然可行，随后凭着一片塑

料连偷五户，随后又将偷来的东

西放到网上叫卖。27 日，记者了

解到，塑料开锁男被潍城警方抓

获。

今年 25 岁的男子李某没有

正式工作，一心想着学习开锁技

术，自己开一家开锁公司。但是，

他自己买来工具和光盘后，却发
现自己学了一通，技术却时灵时

不灵，于是他就打消了开公司的

想法。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某在

网上看到一个教授开锁技术的

视频。用一个可口可乐塑料瓶，

用剪刀剪成舌形，带着圆弧，制

成插片工具，放在门和门框之间
来回的抽动，就能把锁舌掏开。

李某按照视频的提示，自己

制作了一把塑料片，一试之下果

然能够打开房门。于是，李某开

始了塑料开锁的盗窃生涯。从今

年 4 月份到 5 月份，李某连续打
开了五户市民的房门，盗窃的物

件大到电脑、电视、洗衣机，小到

电暖器、花生油等。

4 月份的一天，李某又来到

潍城区芙蓉小区 10 号楼，用自

制的塑料开锁器，掏开了二楼一

户人家的房门。随后，他从中偷

走了 4 桶花生油。随后，他又到

向阳小区，将一对新婚夫妇刚买

的电器搬运一空，其中包括一

个电饼铛、两个电暖器、一台

组装电脑、一台液晶电视等物

品。

从网上学到了开锁技术

后，李某也将销赃的渠道寄托

在网上。李某将偷来的各种电

器摆在网上寄卖，买主通过电话

联系的方式，向其购买赃物。

23 日，潍城公安分局刑警

大队打流队的民警，在巡逻中

抓获一名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

疑人周某。当时，李某正在周

某家中做客，身上带着开锁工

具，民警将其带回审问后，李

某也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同时，李某和周某曾经合伙盗

窃多辆摩托车。

24 日，两名犯罪嫌疑人均

被潍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驾拖拉机逆行致 3 人死亡
男子逃逸 7 年后，终在家中被捉

本报 7 月 27 日讯 (记者 张焜

通讯员 郧国朝)男子邓某驾驶变

型拖拉机突然逆行后，迎面撞上一辆

货车。得知拖拉机及货车上三人当场

死亡，邓某被送往医院第二天时逃

走。时隔 7 年，26 日晚，邓某在家中

被捉。27 日，邓某被警方刑拘。

26 日晚上 8 点多钟，44 岁的邓

某正在潍城区的家中吃晚饭，几名公

安人员突然“到访”，将其抓获。27 日

下午，在潍城交警大队事故中队，身

着短衫的邓某刚刚接受完民警的询

问，一见到记者就说：“心里觉得很舒

坦，7 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2004 年 10 月 8 日凌晨 2 点多

钟，考出驾照已经 3 年的邓某开着自

己的变型拖拉机到沿着 309 国道到

一个石料场拉石子。邓某回忆说，当

时他已经拉了两趟沙子了。虽然邓某

已经连续开了 8 个小时的车，但常年

这样工作，也并没有觉得累。车上的

妻子当时还问他累不累，在确定他没

事后，就在车上睡着了。

邓某说，妻子刚睡着后不久，事

故就发生了。但是，具体事故是怎

么发生的，撞上了什么车子，自从他

在医院醒来后就一直没有想起来过。

事发第二天，他在医院听说自己逆行
肇事，造成 3 人死亡，包括自己拖拉

机上的一位朋友，心里就害怕了。

邓某说， 2004 年初，他刚刚贷
款 20 万元买了一辆变型拖拉机，家
中根本没有钱了。这一场事故三人

死亡，其他人还有受伤的，赔偿数

额将十分巨大，自己根本承担不
起。无奈之下，当晚他偷偷离开了

医院。

离开医院后，邓某没敢回家，

7 年的时间里，邓某每天都担心被

抓。今年 5 月份，压力巨大的邓某返
回了潍坊家中。家人们劝他自首，他

也想自首，但一直无法鼓起勇气。邓

某说，当民警来到家中时，他突然很
释然，觉得终于可以面对该面对的事

实时，心情舒畅了很多。

潍城交警大队事故中队负责人

告诉记者，邓某肇事造成特大交通

事故，后来又逃逸，属于非常严重

的案件。警方一直没有放弃过追逃。

当日，邓某将被刑拘，随后移交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

亚星桥维修，56 路绕道

26 日，受亚星桥半封闭施工影响，该路段交通拥挤。为避免影响交通，部分开往火车站方

向的 56 路公交车，在行至东风街和平路路口时，选择向西直行，并不拐向和平路， 56 路公交车

沿东风街行至向阳路再向左拐，沿向阳路南行至火车站。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青州首例“醉驾入刑”案开审

检察官建议缓刑拘役二至四个月

本报 7 月 26 日讯(通讯

员 赵海军 刘海燕)25 日

下午，青州市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了青州市首例醉酒驾驶

机动车案件，被告人赵某某

成为新刑法修正案实施后青

州市因涉嫌危险驾驶被追究

刑事责任第一人。

5 月 4 日下午 15 时许，

被告人赵某某无证驾驶一

辆红色昌河面包车，在村头

拐弯处将对面一位 50 多岁

骑自行车的王某某撞倒，致

两车受损，王某某受轻伤。

事故发生后，赵某某下车离

开现场，弃车回到家中。青

州市交警大队接警后会同

谭坊派出所民警赶到赵某

某家中，迅速将赵某某带回

接受调查。

经潍坊市公安局刑事

技术研究所鉴定，赵某某每

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
到 148 毫克，属于醉酒驾

驶。青州交警大队认定，

赵某某未取得汽车类驾驶
证、醉酒驾驶汽车，负事
故全部责任。赵某某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饮酒行为，青州

市公安机关当即对赵某某
实施了刑事拘留，后被取保
侯审。

公诉人认为，赵某某在
案发后，积极赔偿受害人损
失，60000 元的赔偿金已经
支付受害人王某某，且认罪
态度好，建议法院在量刑时
予以考虑，建议对其实行 2

-4 个月的拘役，可实行缓
刑处罚，并处罚金，而赵某
某对检察官的建议，也没有

表示异议。

本报 7 月 27 日讯(记者

赵磊)一男子刘某仅用一

把指甲刀，就能撬开面包车

玻璃进行盗窃。在 7月 14日

到 18 日，该男子共盗窃六

辆面包车的财物，最少一次
只盗窃六块钱。7 月 18 日，

刘某再次作案时被巡逻民

警抓个正着。

7 月 18 日凌晨 3 点多，

在胜利街和月河路路口附近

的岳王庙小区，一辆原本应

该没人的面包车内，却亮着

微弱的灯光。民警巡逻到此
地时，发现异常，上前一看，

将正在车内偷窃的一名男子

抓获。

原来，男子刘某今年 25

岁，分别在 7 月 14 日和 15

日两天的凌晨，盗窃了四辆

面包车。刘某先是将面包车

玻璃扣卸下，拉开玻璃窗打
开车门，然后行窃。而他一

开始用的作案工具，仅仅是

一把指甲刀。

7 月 14 日，刘某用指甲

刀撬开两辆面包车，但只偷

到了六块钱的硬币和螺丝

刀等工具，而另一辆车里则

一无所获。而他的指甲刀，

也因此被损坏。第二天，刘

某又在苗圃三路附近，用螺

丝刀撬开车玻璃，盗窃两辆

面包车，分别偷走一部MP3

和一个导航仪。

目前，刘某已被潍城公

安分局刑警五中队民警抓

获，并被依法刑拘。

一男子用指甲刀撬车窗偷盗

盗窃六辆面包车后被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