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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小小””酒酒后后翻翻脸脸，，致致一一死死一一伤伤
酒醒后伤者悔恨不已，都是家中独子，更可悲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难兄难弟酒驾

接二连三被查

法院开放日

司法“零距离”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侯文

强 通讯员 郑跃强 ) 为不断
探索民意沟通表达机制，增强人
民法院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度，
增进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了
解，让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司法过
程，4日上午,莱州法院邀请部分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法院公开
日”活动。

市法院副院长王振华与人大
代表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首先
王振华副院长讲了举办这次“法院
开放日”的目的：一是增加法院工
作的透明度，将法院工作自觉置于
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使法院工作
更加贴近社情民意；二是做到开门
纳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法院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加强与社会
各界的沟通与联系，使全社会更加
理解和支持法院工作。

此次活动是市法院2013年度
第6次的开放日活动，活动的开展
对于改进法院工作，提升法院公信
力，树立司法权威起到促进作用。

牟平供电

安全培训到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刘塑) 针对

当前农网改造和施工任务异常紧
张的情况，国网牟平供电公司在安
全生产中创新载体活动，实施“到
点”现场工作法，隐患排查“到点”
管理。与此同时，按照培训计划、灵
活调度、统筹安排、采取自主多样
的培训方式，对施工人员见缝插针
地进行冬季安全培训。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于飞 通讯员 黄云飞) 相
交二十多年的“发小”，酒后
因琐事争吵继而相互撕打，
甚至动了刀子，导致最后两
人一死一伤。酒醒后，伤者唐
某悔恨不已，发誓以后再也
不喝酒了，可惜为时已晚。

11月24日中午，大钦岛向
南村25岁的唐某带着几位朋
友来到24岁的“发小”唐某某
家，唐某某和父母热情招待，
一直到晚上5点多也没有散
席。唐某仗着平时跟唐某某
关系不错，借着酒劲儿说话

就有些口无遮拦、脏话连篇。
唐某某便告诉唐某，当着父
母的面不要什么都说。大家
觉得唐某某说的在理，便也
劝唐某注意点。

然而被大家这么一劝，
唐某更来劲了，提高了嗓门
开始骂唐某某。唐某某对此
也 很 气 愤 ，两 人 对 骂 了 起
来，甚至动了手，大家一看
情况不妙赶忙把两人拉开。
被拉开后，唐某跑了出去，
大家以为矛盾就此平息，没
想到唐某拿着一把刀回来
了，二话没说就朝唐某某的

肚子捅了两刀，唐某某随手
抄起一个啤酒瓶朝唐某的
头砸去。之后，唐某某就倒
在了血泊中。

本来喝得醉醺醺的人一
看到血顿时清醒了。然而不
幸地是，唐某某经医院抢救
无效，于11月25日凌晨身亡。

唐某的头部无大碍，但
是醒酒后悔恨不已。大钦岛
边防派出所的民警将唐某抓
获的时候，唐某对自己的犯
罪行为供认不讳，只是不停
地发誓说自己以后再也不喝
酒了。

死者唐某某和伤者唐某从小
一起长大，两人都是独生子。唐某
某的父母觉得，自己好心招呼唐某
等人，却为儿子招来杀身之祸，50

多岁的人痛失独子。唐某的父母也
觉得对不住唐某某的父母，可自己
的儿子也被刑事拘留。本来和睦的
两家人因为一顿酒几乎反目，更可
悲的是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冲动是魔鬼，酒精是毒药，唐
某虽发誓以后再也不喝酒了，但
也为时已晚，希望这样的悲剧不
要再上演。

师师生生““逛逛法法庭庭””,,学学的的真真不不少少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王

晏坤 阳佳 通讯员 旷翔宇
任泽英 刘国军） 为更好地

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增进人民
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
了解，在“12 . 4”全国法制宣传日
到来之际，烟台市、县两级法院
同时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均
分别邀请了驻地学校师生代表，
零距离了解法院工作。

活动期间，受邀代表均旁听
了案件庭审，现场观摩了法官审
理案件的全过程，受邀代表就烟
台法院系统的司法公开工作提
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学百天不如练一次，今天真
是学到不少东西！”在芝罘区法院，
烟台大学法学院研一的于同学说。
在市中院，鲁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孙明说，这样的活动可以避免学生
只学习“校门里的法律”，到法庭中
亲身感受更好一些。

随后，大学生们还提前感受
将来的“工作氛围”，参观了芝罘
法院院史陈列室、政法干警核心
价值观教育基地，全面了解了法
院工作及法院文化建设情况。除
了市中院和芝罘人民法院外，烟
台其他各县市级法院也均开展
了此活动。

连日来，不少福山市民
都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装备整齐的民警纷纷走上街
头指挥交通。4日早晨，记者
在永安街和西山路交叉路口
看到，南北行驶的车流排起
了数十米的长队，来自福山
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的民警
正在指挥通行，110指挥中心
调研科科长何树全就是其中
之一。

“小伙子，怎么你不是交
警也来指挥交通了，是不是
要发生什么大事儿了？”72岁
的李大爷停下脚步，好奇地
问。“大叔，这里交通秩序不
好 ，局 里 特 意 安 排 我 们 来
的。”何树全说。“你们警察管
的事儿多了是好事，有你们
在身边，我们更放心。”李大
爷笑着说。

何树全在分局110指挥中

心工作多年，这是第一次走
到街头疏导交通。何树全说，
只有亲身体验过，才知道一
线民警的辛苦。他每天早晨6

点起床，来不及吃早饭就来
到执勤的路口现场疏导。在
路口站久了，即使穿着棉衣
寒风也往袖口里钻。到了晚
上，还要去居民小区巡逻，而
这些工作不会耽误白天正常
上班。

机机关关民民警警上上街街头头指指挥挥交交通通
拥堵路段秩序改善，给居民带来看得见的安全感

记者从福山公安分局110

指挥中心获悉，本次社会治
安 (交通 )秩序整治“利剑行
动”从11月25日持续到12月
底，为期一个月。在此期间，
福山公安分局从局长到各科
室民警，不论身处机关还是
一线，实行全警上岗。

据福山公安分局110指挥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福山区有11 . 5万辆机动车，每
周新挂牌车辆近百辆，在短
时间内，原有的交通设施已
无法满足车辆迅速增加带来
的交通压力。

该负责人称，在活动期
间，全局警力被分配到城区
15个灯控岗点、8个高峰期拥

堵点和58个居民小区及全区
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每处
至少安排两名警力。早晨和
下午，民警主要负责交通高
峰的疏堵保畅，晚上他们会
深入居民小区进行治安巡
逻。“有民警在群众身边，也
增加了群众的安全感。”该负
责人说。

民警上阵指挥交通，拥堵路段秩序改善

缓解交通压力，更增加群众安全感

4日上午11点，记者在东华小
学看到，特巡大队的民警赶在放
学前半小时就来到路口指挥，现
场交通秩序井然，直到学生放学
20分钟后，执勤的民警才离开。

记者了解到，福山公安分局
特巡大队在本次行动中负责3个
高峰拥堵点、4个高峰灯控岗和3个
中小学的交通疏堵工作，同时还
担负了街面巡防、路面交通管理
等职责。特巡大队教导员周鹏说，
特巡大队已经处理3起酒驾、5起无
证驾驶等多起交通违法行为。

周鹏说，11月27日凌晨4点多，
便衣民警在居民小区发现一名50

多岁的男子骑电动车敲废品收购
站的大门，车子里装了5块方钢，
重达100多斤。经讯问，男子交代这
些钢块是儿子从上班的机械厂偷
回家的，已偷盗4000多斤，获利5000

余元。此外，12月1日晚上，民警在
小区巡逻时，还抓获了一名偷盗
钢管夹的民工。

行动初现成效

揪出多起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建立 宇航

11月25日到12月底，烟
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将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社会治安(交通)秩序整
治“利剑行动”。在本次行动
中，福山公安分局全警上
岗，最大限度地将警力分布
到城区交通拥堵点和中小
学、居民区，有效地疏导交
通，提高了辖区群众的安全
感。

本报讯(通讯员 张蓓) 为深
入推进县公司管理创新提升工程，
切实提升供电可靠率和电压合格率

“两率”指标，国网牟平供电公司深
入推进县公司管理创新提升工程，
在内化于心，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实
化于行，加快电网建设步伐、固化于
制，提升优质服务水平、深化于责，
抓好职工队伍建设和外化于形。

创新举措

推进管理提升

国网牟平供电公司
特巡大队民警在东华小学门口护送小学生过马路。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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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酒毁了两个家庭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于飞
通讯员 潘佳 王瑞国) 哥们

相聚不免要小酌一番，却不知道酒
后不驾车的道理，四位难兄难弟酒
后驾车被查，3人受罚。

4日中午，蓬莱交警大队二中
队民警在北沟镇北孙路例行酒驾
检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上的男子
满脸通红。于是将这辆摩托车拦
下，对驾驶员进行酒精含量测试，
测试结果属酒后驾驶。

一会儿又一辆摩托车晃悠地
驶过来，驾驶员也是一身酒气。经
酒精呼气测试也属于酒后驾驶。正
在民警对梁某、王某的违法行为进
行处理时，远远又驶来一辆摩托
车，车上的两人均满脸通红。民警
对驾驶员郭某进行检查，血液内酒
精含量达47mg/100ml。

经民警进一步询问，原来4人是
同村的好哥们，中午一顿小酒喝掉
了三千块，骑车往家赶就接二连三
撞上了交警。最终，驾驶员郭某因酒
后驾驶机动车被依法处以记12分，
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1000元的严
惩；梁某、王某因无证、酒驾被依法
处以1200元罚款，并暂扣车辆。

烟台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在芝罘区法院参观。本报记者 阳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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