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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社会

““破破烂烂王王””夫夫妻妻回回家家路路上上遇遇车车祸祸
丈夫身亡，妻子大腿粉碎性骨折，仨孩子上学费成了问题
本报记者 赵松刚

她醒来的第一句话是

“先救丈夫”

十年前，汪运军和妻子徐以
荣从沂水老家来到寒亭区。在异
乡，俩人依靠收废品为生，家中
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6月5日
下午6点，汪运军骑着机动三轮
车往家里走，妻子坐在后面的车
斗上。走到通亭街浞河路时，徐
以荣突然感到一阵眩晕，随即不
省人事。

当徐以荣醒过来时，她发现
自己躺在地上，“我明明是在车
上，怎么现在在这里？”徐以荣
说，有一段时间的大脑空白后，
她才反应过来是出了车祸了。看
到翻到的三轮车，徐以荣大哭起
来，对着路边的目击者喊着“救
命”、“快救他”、“先救他”。

徐以荣在地上爬着寻找丈
夫的踪迹。有人拨打120以后，医
院急救车迅速赶到，有几个医护
人员过来拉徐以荣，想把她抬上
车，她喊，“先救他。”徐以荣的丈
夫被搬上急救车，先把丈夫送到
医院。徐以荣回忆，丈夫被医护
人员抬上担架时，没有任何反
映。徐以荣被第二次赶来的急救
车送到医院。经过检查，汪运军
已经死亡，徐以荣的情况也不容

乐观，大腿粉碎性骨折。
徐以荣只知道发生车祸，但

具体情况却不清楚，后来才得
知，一人驾驶着一辆旧式的桑塔
纳从他们后面追尾，将丈夫和自
己撞出去1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
这名司机打了一个电话，随后就
离开现场，次日下午司机自首。

花光了积蓄

中途停止治疗

汪运军死亡，徐以荣在住院
期间并不知道消息，从老家赶到
的家人隐瞒了其丈夫死去的消
息。徐以荣先被送往寒亭区人民
医院，随后因情况严重，又转院
至八九医院继续进行手术。

经查，徐以荣右大腿粉碎性
骨折，医生从她的小腹处取一块
骨头移植到大腿上，“在进行手
术以前，从老家的亲戚那东拼西
凑了3万块钱的手术费。”徐以荣
说，因为撞人司机拿不出一分
钱，这些治疗费只能由她垫付。

手术后，徐以荣再也拿不出
一分钱维持以后的治疗，一周
前，徐以荣从八九医院出院，回
到家中静养。

6月30日，记着来到徐以荣
的家中。这是一个摆满了废品垃
圾的农家小院，屋里杂乱地摆放

着一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家
具，砖墙上涂着石灰粉。徐以荣
躺在一张小木床上，大腿上和小
腹上贴着纱布，无助地留着眼
泪。大女儿和二女儿女儿坐在床
边，默默不语。

徐以荣告诉记者，因为没钱
治病，她从医院里回到家里，大
概需要静养半年左右的时间，

“现在那个人已经被抓起来，但
是一分钱也没赔偿，我只盼着赶
紧结了这个案子。”

仨孩子成绩优秀

能否继续上学成问题

汪进芬是汪运军和徐以荣
的大女儿，今年17岁，是寒亭一
中高二理科班的学生。不出意外

的话，过完这个暑假，她就可以
走进高三，再过一年，她就将和
自己的同学迎来高考，“参加完
会考，今天跟老师请了假，期末
考试不参加了。”汪进芬说，她已
经没有心思再参加后面的考试。

记者得知，汪进芬的学习成
绩很好，在班里经常是前三名，
很有希望考进一所比较好的本
科学校，“现在我也不知道后面
的路，我想上学但是不想让妈一
个人担着。”汪进芬已经产生了
退学的想法，因为现在她是家里
所有人的依靠。

汪进云是老二，今年也刚参
加完中考，不久前刚刚得到消息，
她已经顺利地考进寒亭一中，然
而中考的喜悦还没有多久，就因
为父母的这场车祸戛然而止。

最小的汪进达现在只有8
岁，目前在寒亭区河西学校上
学。得知汪进达的母亲出车祸
后，河西学校为其捐了款，希望
能够用这笔费用保证孩子能够
完成自己的学业。

“三个孩子的学习成绩都很
好，每一个都想着好好学习，将
来可以考上一所好大学。以前我
们俩收破烂捡破烂供他们上学，
他们都知道我们供他们上学不
容易，他们真懂事。”徐以荣说，
不管如何，她也会想办法让三个
孩子完成学业。

如果你想要帮助这个家庭，
可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8073110

或8538711，或者拨打其家庭电
话15054467235，为他们提供帮
助。

6月5日下午6点多，住在寒亭区寒亭街道后仉庄村的
“破烂王”汪运军开着机动三轮车带着妻子徐以荣往家
走，至通亭街浞河路路段时被一辆桑塔纳追尾，汪运军身
亡，徐以荣大腿粉碎性骨折。家中的仨孩子都在上学，因
为付不起高额治疗费，面临失学。

大女儿和二女儿守在母亲徐以荣的床边。

年少时抢劫同学

如今成家终被抓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赵磊)9年前，
七名刚成年的体校学生结伙外出对其它
学生“榨油”，案发后六人落网，另外一人
正好外出打工，躲过一劫。9年后，嫌犯已
经成家立业，最终仍被警方抓获。6月29
日，记者获悉，嫌犯已被刑拘。

28岁的孙某在坊子区经营着一个水
果摊，平时生意还不错。如今，孙某已经
成家立业，而且有一个一岁多的儿子。然
而，就在生活日渐平静的时候，6月19日
晚上，奎文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突然
出现，将其抓获归案。抓捕的缘由，是因
为孙某早在9年前的一系列“榨油”抢劫
案。

原来，2005年的时候，孙某和另外六
个十八九岁的男孩都是体校的学生，他
们七人经常在潍坊医学院、原先的一轻
技校和夜市上，专门拦住学生“榨油”。他
们以“你前段时间打了我弟弟”为理由，
威胁恐吓受害人，让其交出身上的现金
和手机。有时候有人不愿意交钱，他们也
会动手打人。

一次，孙某等人在潍坊医学院老校
区东门附近抢劫了一名男学生，抢走了
10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事后，男学生报
警，奎文公安分局介入调查，并且将除孙
某外的六名嫌疑人抓获。当时，孙某正好
去了外地打工，也没有给家人朋友留下
相关信息，因此躲过了当时的抓捕。

“当时抓捕的六个人，最终的被判了
10年有期徒刑，最轻的也是2年有期徒
刑。”办案民警对记者说，案发多年后，他
们获取线索，孙某已经从外地归来，并且
已经结婚生子，儿子已经一岁多。目前，
孙某正在坊子区经营着一个水果摊。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都有
家有室，没想到当年的事还会案发。”被
捕后，孙某对于年少时种下的苦果后悔
不已。据孙某供述，当时讲朋友义气，跟
大家一起去“榨油”，根本没意识到是犯
罪。他们将“榨油”所得，全部平分，用来
玩网络游戏。

6月29日，记者从奎文警方获悉，目
前孙某因涉嫌抢劫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
留。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李
涛 通讯员 刘建华 曹蕾)

安丘一男子驾驶一辆轿车将
一名推着自行车的妇女撞倒
后逃逸，为躲避警方侦查，竟
然驾车在一个路口转了三个
来回。安丘交警大队事故科民
警经过艰苦排查，通过案发现
场遗留的车辆保险杠碎片将
该案成功告破。6月30日，记者
采访获悉，违法嫌疑人刘某被
依法行政拘留。

6月21日22时40分许，安
丘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科
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称，在
兴安路与潍徐南路交叉路口
南侧城北饭店处处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名骑自行车的
妇女被车撞倒后，伤情严重，
肇事司机逃逸。

接警后，事故科值班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当时伤者
已被送往医院抢救。经现场
勘察，被撞自行车严重变形、
支零破碎，地上散落了自行
车的部分零部件、肇事车辆
的保险杠碎片，离自行车10
多米处有一个被撞碎的车筐
以及被撞者的头发若干。不
久，从医院传来消息，伤者曹
某受伤严重，右腿、锁骨骨
折，头部被撞成脑震荡。

经调查走访现场目击
者，得知伤者曹某当时推着
自行车，从兴安路东侧一加
油站由东向西过马路时，被
一辆由北向南的轿车撞倒后
迅速逃逸，由于事发晚间且
突然，目击者没有看清车
牌。事故科民警经比对现场
遗留的保险杠碎片，确定肇
事车辆车型为黄色夏利轿

车。
为尽快破案，办案民警

又对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进
行了详细查看，发现肇事车
辆于事发时段在兴安路与向
阳路路口，先沿向阳路向西
逃窜，后又返回沿兴安路向
南，又迂回沿向阳路向西，
沿华安路向北，到焦家庄市
场一路逃到了大汶河旅游区
辖区附近，便不见了踪影。

顺着这条线索，事故科
办案民警联合大汶河旅游区
派出所民警在该辖区附近展
开摸排。6月23日上午，民
警在大汶河旅游区某小区一
个角落内发现了一辆被黑色

遮阳网盖着的黄色夏利轿
车，经现场勘查，该车车牌
被摘掉，前挡风玻璃有一个
约20厘米的大窟窿，符合肇
事车辆的特征。根据车辆大
架子号，找到了原登记车主
孙某，但经过调查了解，该
车几易其主，其中第三位车
主因意外死亡，使线索中
断，案件侦查暂时陷入了困
境。办案民警将嫌疑车辆扣
至交警大队后，继续展开排
查，经大量工作，终于锁定
了交通肇事者刘某。

正当民警对交通肇事者
刘某进行抓捕之时，刘某
( 迫 于 公 安 机 关 的 强 大 压

力，于6月24日上午到安丘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投案自
首，其对交通肇事逃逸经过
供认不讳。其供述，其于事
发 时 驾 驶 车 牌 为 鲁
G T X X X H 的 黄 色 夏 利 轿
车，沿兴安路由北向南行驶
时，因车速过快、视线不
良，将一名由东向西过马路
的妇女撞倒后，由于车辆无
任何保险，害怕承担责任，
驾车迅速逃离现场。事发
后，惶惶不可终日，得知公
安民警正到处对其抓捕时，
终于投案自首。肇事司机刘
某被安丘市公安局依法行政
拘留13天。

车辆没保险，撞人后逃逸

几几片片保保险险杠杠碎碎片片锁锁定定肇肇事事者者

就根据现场遗留的一些碎片警方锁定肇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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