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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C06 96706

抬手砸碎车窗拎起皮包就跑
仨男子专偷停放在路边的轿车，作案过程前后不过几秒钟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王倩) 好端端走在上
班路上，却被一个点燃的鞭
炮炸伤了左眼，市民马先生
就遭遇了这样的倒霉事。

马先生在窑头路上一
家餐馆打工，每天早上都
是步行上班。25日上午9点
多钟，马先生像往常一样
沿窑头路路南步行上班。
突然，身边传来一声鞭炮
的响声，然后他感觉左眼
被什么东西崩了一下，他
赶紧用手捂住眼睛，却发
现手上有血迹。马先生拿
出手机照了一下，才看清
他的左眼流血了。

好好走路，眼睛被什么

东西崩到了呢？马先生看到
路上有很多白色的鞭炮皮，
一名年轻男子快速上了路
边一辆货车走了。春节已经
过完了，怎么还有人放鞭炮
呢？马先生听附近商铺人员
称，送餐具的小伙子捡到了
一个鞭炮，所以点着了，没
想到鞭炮伤了人，小伙子就
赶紧跑了。

马先生感觉眼睛发
花，有酸胀的感觉，无奈之
下到医院检查了眼睛。中
午，记者联系到马先生时，
他已经从医院出来准备回
家。

“医生说还需要再观察
一下。”马先生告诉记者。

一男子上班路上

被鞭炮炸伤左眼

本报96706热线消息(通
讯员 王永杰 记者 戚
淑军) 最近在济阳县垛石
镇坡杨、西索等村，村民家
中的狗接二连三失踪，原来
是被人毒死后吃了狗肉。23
日上午，两名正在偷狗的贼
被群众围住，民警调查得
知，偷狗贼原来是妯娌俩，
偷狗吃肉上了瘾，没想到再
次伸手时被抓。

在济阳县垛石镇坡杨、
西索等村，村民家中的狗最
近接二连三失踪，村民们怀
疑狗是被人偷走了，丢狗的
村民们就向派出所报了案。
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驻村
蹲点巡逻。

23日上午，民警巡逻至
杨家村时，发现两名妇女被
群众围住。看到警车后，人
群中一老年妇女跑过来报
案，称刚才她家的狗吃了俩

妇女扔下的肉后四肢抽搐，
口吐白沫，在门口玩的孙子
看到后赶紧跑回家叫人，家
人赶出门时，正看到这俩妇
女把狗往车子上抬，便赶紧
喊来街坊把这两个偷狗的
女子拦住了。

民警把偷狗的两名妇
女带回派出所。经调查，嫌
疑人贺某、张某，垛石镇莫
家村人，是妯娌俩。由于嘴
馋，一周前两人就合计弄狗
肉吃，于是从邻村用药毒死
了一条狗，两人吃完后禁不
住狗肉诱惑，又准备了药
丸、尼龙袋，骑着自行车赶
到了一河之隔的杨家村撒
药丸，又毒死了6条看家狗，
当妯娌俩把第4条狗装进袋
子往车上抬时，被村民发现
抓了现行。

目前，妯娌俩分别被执
行治安拘留15天和10天。

嘴馋频频偷狗吃

妯娌俩进了班房

本报 9 6 7 0 6热线消息
(记者 王若松 实习生
王赛南) 22日，市民唐女
士来电反映，银座商城洪楼
店西北方向，历城区洪家楼
小学附近的丁字路口经常
有人占道经营而且有人乱
停车，造成交通拥堵。

“丁字路口一到下午5
点就堵得水泄不通，那条路
本来就窄，旁边还摆了很多
小摊，几分钟的路程得堵上
半个多小时。”说到这个问
题时，唐女士很是苦恼。

22日下午2时左右，记
者来到唐女士所说的丁字
路口发现，路口离大润发
和银座商城都很近，来来
往往的车辆很多，而且在
这个路口100米的范围内，
除了历城区洪家楼小学，
还有一所名为葡萄树的幼
儿园。

“堵啊，这条路堵得可

严重了，城管来清理过几
次路边摊后好点了，以前
堵得更严重，现在学校按
高低年级把放学时间错开
了，不然根本出不去。”历
城区洪家楼小学的一名保
安对这一路段的堵车情况
感触颇深。

随后，记者采访了一
些正在路边摆摊的商贩，
他们对道路旁不能摆摊的
问题都不愿回答。记者在
调查中发现，这条路上白
天路边摊比较少，但路边
停放的车辆却不少，原本
不宽的道路被挤成了窄窄
的小道，附近居民表示，路
边停车对于这条道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每天上下班都很堵，
尤其是下午5点之后，这些
路边摊就都摆了出来，加上
旁边停得满满的车子，根本
没法通行！”唐女士说。

洪家楼小学附近

交通拥堵严重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
伟 实习生 杜彩霞) 2月24日凌
晨，历下刑警二中队的民警抓获了
一个三人流窜团伙。他们自称去北
京考察烧饼市场，实际却怀揣全套
开锁工具，专对停放在路边的轿车
下手。

2月21日晚7点半左右，在旅游
路上，一车主突然发现自己停放在
附近的爱车遭遇黑手：右车窗玻璃
被砸，放在后座上的皮包不见了踪
影，而包内有5000多元现金。

“我的包也被偷了。”不仅那位
车主，张丽(化名)爱车的右前侧车
窗也被人用硬物砸碎，放在副驾驶
座位下的皮包也没了踪影。

“包里装着一万多元的现金呢，
是我给家里老人治病的钱。”张丽是
一家足浴店的老板，她就将爱车停
放在足浴店门前附近。

接到报警后，历下刑警二中队
民警迅速赶至现场，通过足浴店附
近的监控录像发现了贼影。就在张
丽发现爱车被盗前十几分钟，一名
身穿黑衣的男子出现在张丽的爱车
附近。

“不光我的车，周围的车他都转
了一圈。”张丽说，在每辆车前，黑衣
男都会掏出小手电飞快地朝里面照
一下。最终，黑衣男在张丽及另一车
主的爱车前相继停下了脚步，抬起

右手，手落窗碎，拎包就跑。从砸窗
到拎包前后不过几秒钟。

“这是一个流窜盗窃团伙，三人
都是河南老乡。”历下刑警二中队民
警杨先广告诉记者，接到报警后，他
们迅速在现场展开调查，“黑衣男只
是具体作案的，他还有两名同伙，一
个望风，另一个是开车的司机，不熄
火等着。”

三人乘坐的是一辆黑色本田雅
阁。通过对该车的追踪，民警很快发
现了三人落脚的小旅馆。面对突然
现身的民警，三名犯罪嫌疑人猝不
及防，有人还试图从四楼跳窗逃跑，
结果他腿还没迈出去就被民警揪了
回来。民警当场缴获赃款近两万元
以及大量的作案工具，“他们在济通
过砸车窗的方式作案三起。”

“我们是去北京考察烧饼市场
的，没想到途经济南时车遇到一点
儿问题。”对于为何来济作案，犯罪
嫌疑人夏某辩解，他们来济不是为
了行窃，可民警从三人身上缴获的
作案工具却揭穿了他们的“谎言”。

2月25日下午，历下刑警二中队
办公桌上摆了七八件工具。“有针对
车辆中控系统的解码器，有能打开
车门锁的万能钥匙，还有可以撬开
后备箱的小撬棍。”民警杨先广说，
三人买来的工具可谓一应俱全，上
到几千元的高科技产品，下到几块

钱的简易工具都有。
“他们先用解码器，再用万能钥

匙，最后才是砸车窗的钢锥。”民警
杨先广说，2月21日晚，三人在旅游
路附近作案时，本想先用解码器，可
等了半天没遇到车主停车或锁车
门，于是他们选择了砸车窗的方式。
得手后，三人迅速离开现场，没想到
还是被民警抓获。

本报 9 6 7 0 6热线消息 (记者
王倩 ) 24日，刚到公司上班的新
保安小刘遇到了窝心事，莫名其
妙被冒充单位领导的六名男子骗
吃骗喝。

三天前，保安小刘刚调了新岗
位，在济钢附近一家公司门口值班。
24日下午5点多钟，下班之后的小刘
准备坐车回家，正走在路上，突然几
名男子拦住了他，并询问他是不是
这个公司的保安。对方称是这家公
司的领导，小刘连忙回答“我是刚调
过来的保安”。接着，六名男子中的
其中一人称他们看到了小刘的工作

状态，说领导对小刘很不满意。这让
小刘非常害怕，主动提出来请“领
导”吃个饭。

就这样，小刘跟着六名男子上
了一辆面包车，到了一个陌生的餐
馆。“他们点菜，我们边吃饭边聊天，
但他们似乎都没太说话，都是我在
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小刘说。

晚上7点30分左右，吃完饭的一
帮人走出餐馆，其中一名男子提出

“时间还早，去唱歌吧”，小刘再次坐
上面包车和他们去了一家KTV。

吃饭花了500余元，唱歌花了
400余元，晚上10点多钟，小刘才回

到家，并把事情给父母讲了。25日一
大早，队长就给小刘打来电话询问
事情经过，并称已经由公司调度部
门核实过了，这些人并不是单位的
领导。

这些人难道只是为了骗吃骗喝
吗？小刘回忆了吃饭的整个过程，
这才想到在唱歌过程中，其中一个
男人曾经拍着他的肩膀称“我们要
从厂里弄点东西，你不要管我们，
看到了也别吱声”。小刘称，现在想
来，这帮人可能就是为了这个事
情，因为公司大门口一般都是他一
个人值班。

六男子冒充单位领导

骗新来保安请吃请喝

民警在展示犯罪嫌疑人的作案
工具。 本报记者 尉伟 摄

享受雪之乐
25日，在济南南部山区的金象山滑雪场，市民们赶来享受今年最后

的冰雪乐趣，满场欢声笑语不断。今年春季强寒潮不断，使得雪场得以存
续到现在，人们有幸能够在春季继续享受雪之乐。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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