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耍耍酒酒疯疯挺挺““烧烧钱钱””，，一一个个茶茶壶壶赔赔十十万万
男子醉酒后敬茶遭拒，一怒之下摔坏了茶馆价值十万余元的茶壶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王婷
婷） 8日晚上，莱山区一名醉
酒男子到茶馆喝茶，醒来竟然
发现自己在派出所，还背了十
万余元的债务。原来，由于男子
酒后失态，非要给别人敬茶，被
拒绝后一怒之下摔坏了茶馆的
一把名贵紫砂壶。

8日晚上11点多，市民张先
生喝完酒后与朋友来到莱山区
一家茶馆喝茶。几杯茶下肚，张
先生并没有醒酒，他起身端着
茶杯走到邻桌旁边，执意要敬
邻桌一杯茶。邻桌的男士见张

先生醉得不轻，不肯和张先生
碰杯喝茶。

张先生一下子怒了，将
手中的茶杯用力摔向茶桌，
茶杯碎片飞向桌上的茶壶，
茶壶嘴瞬间崩裂掉落。服务
员赶紧来收拾残局，发现情
况后向张先生解释，被损坏
的是一把名贵的紫砂壶，价
值不菲。可喝得酩酊大醉的
张先生根本听不进去，继续
无理取闹着。

见此情状，茶馆服务员
只好报了警。9日0时许，望海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茶馆

负责人向民警解释，这把茶
壶是出自大师之手的名贵紫
砂壶，茶壶上都刻有印章，而
且泡茶时间越久价值越高。
他还出示了购买收据，证实
五年前购买的价格是 6 . 5万
元。茶馆负责人说，随着时间
推移，紫砂壶不断升值，目前
价值应在 1 0万多元。茶馆负
责人说，尽管壶嘴破裂后可
以找专家进行修复，但原本
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

民警想向张先生了解当时
的情况，但张先生神志不清，无
法回答问题。民警只好按照法

律规定，将张先生带回派出所
留置室，对他采取保护性约束
措施约束至酒醒。

等张先生酒醒后，竟不知
自己为何睡在派出所。得知自
己醉酒后摔坏一把价值10万多
元的名贵茶壶，张先生捶胸顿
足，悔恨万分。最终，在民警协
调下，张先生赔偿了茶馆的相
关损失。

民警提醒，相当一部分治
安案件和刑事案件都与饮酒有
关。虽然酒精会将人们的意识
麻痹，但醉酒的人违法同样是
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骑骑车车回回家家不不慎慎摔摔伤伤，，好好心心路路人人上上前前帮帮忙忙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8日下午5点，牟
平区本就有心脏病的谷女士骑
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躲车不慎
摔倒，腿疼头晕，鼻血流个不
停，幸亏路过的几位热心市民
帮忙，将她送去了诊所治疗，还
帮她打电话联系了家人。一人
有难众人相帮的善举，让人感
动。

8日下午5点左右，牟平的

谷女士骑着电动车回家。走到
家附近的师范路上时，谷女士
对面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学
生，车速比较快，谷女士就想躲
车，一慌张，车子倒了，谷女士
摔在地上。

摔倒后的谷女士浑身发麻
发酸，头有点晕，腿也摔了一
下，鼻子一直流血。这时，有一
对路过的中年夫妇上前把她扶
了起来。同时，一位热心的女士

从车里出来，拿出一盒抽纸给
谷女士擦鼻血。还有一位市民
帮忙把谷女士的电动车扶了起
来，并帮她打电话给她丈夫。

随后，在这几位热心市民
的帮助下，谷女士来到就近的
诊所治疗，好在身体无大碍。当
谷女士的丈夫赶到诊所时，几
位热心市民都已离开。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谷女
士摔倒后很慌张，没记清热心

市民的模样，也没来得及感谢
他们。

“如果不是这些好心人，
我妈可能会出大事，所以非
常感谢他们。”谷女士的女儿
说，妈妈本来有心脏病，所以
她 摔 倒 的 消 息 让 家 人 很 紧
张，这次多亏了这几位好心
人帮忙，希望通过报纸感谢
一下他们，并传播这种助人
为乐的正能量。

新新手手女女司司机机不不慎慎将将66岁岁女女童童撞撞死死
民警分析，应该是错将油门当成了刹车才酿成了惨祸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孙鹏）

9日，两名6岁的孩子在五金
机电市场内玩耍，不料却遭遇
飞来横祸。一辆别克轿车突然
加速撞向孩子，导致一名6岁的
女孩身亡。

“这里有2名小孩被车撞
了，情况很严重，你们快来看看
吧。”9日15时44分，市交警二大
队事故中队的报警电话突然响
起，电话另一端传来一名男子
焦急的声音。

接到报警，事故中队民警
立刻赶往中正五金机电市场。
在市场内，民警看到一辆黑色
别克轿车停在一家经营五金件
的店铺门前。轿车前头是一辆
电动车，车头没有特别明显的
撞击痕迹。环顾四周，一个监控
摄像头正对着店铺门前，民警
调取监控录像后，还原了事件
的经过。

监控显示，当日15时34分，
一名身穿蓝色衣服的女子从事
发地门前的店铺内走出来，女

子上了黑色别克轿车后挂倒车
挡向后行驶了约1米，距离停在
后方的面包车越来越近，女子
又挂上了前进挡。就在此时，一
名男孩和一名女孩出现在监控
画面中，孩子身上绑着丝绸，看
起来是在玩耍，两个孩子从黑
色轿车后方走到了轿车前方。
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黑色轿车突然向前驶去，男孩
和女孩瞬间被卷入车底。女司
机赶紧下车查看情况，发现两
名孩子被夹在中间，之后她立
马倒车。据了解，男孩和女孩都
是6岁，男孩被夹在了轿车和电
动车之间，虽然无恙，但不停地
大哭着。随后，女孩的家属也赶
到现场，只见女孩口吐白沫，神
志不清。邻居王先生立马开车
送女孩赶往医院，经毓璜顶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

据介绍，这名6岁的女孩是
五金机电市场内一业户的孩
子。

在事故中队，民警对女司
机进行了讯问，女子姓滕，今年

9月底刚拿到驾照，事发时，车
内后排座上还有一名女子和两
个孩子。

民警介绍，这辆黑色别克
车是自动挡轿车，滕某在倒车
后挂前进挡，不会突然之间加
速如此之快，应该是将油门当
成了刹车。同时，车内的孩子也
有可能导致滕某分神，这才酿
成了惨祸。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司机，
开车时一定要注意力集中，特
别是新手司机和女司机，出事
故的概率较高。

据了解，因发生事故的地
点在园区内，不通行社会车辆，
该事故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出具事故成因分析报
告后，已移交派出所进一步处
理。

盗窃恰遇主人回家

小偷吓得藏被窝里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王文立） 9

日晚，玩网游成瘾的招远小伙因
无钱上网，将手伸向网吧附近的
农户，可正在翻找财物时户主回
家了，情急之下，小伙竟藏到了炕
上的被窝里。

今年20岁的杜某是招远市张
星镇人，初中毕业即辍学踏入社
会，先后在多家个体企业打工，但
都因沉溺网游被炒了鱿鱼。9日傍
晚7时许，从张星镇一家网吧出来
的杜某已身无分文，他便生了邪
念，来到附近的一家农户中，翻墙
进入实施盗窃。正翻找着，外出工
作的户主李某回到家中。情急之
下，杜某爬到炕上，用被子把自己
捂了个严严实实，准备伺机逃跑。
细心的李某一回家就发现家中有
被翻找的痕迹，仔细一看，被窝还
在慢慢蠕动。李某马上回到院子
把大门插上，并报了警。

很快，派出所民警将正要强
行逃跑的杜某当场抓获。10日凌
晨，杜某因涉嫌入室盗窃被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

店里来了“霸道车”

做保养不给钱就跑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市民张先生在芝罘区

胜利路开了一家汽车美容服务
店，近日，他的店里来了一辆白色
的丰田霸道车，做了一套保养后，
司机没给钱就开车走了。

张先生说，当天店里的车比
较多，他也没有在意，之后查了监
控录像才知道，“霸道车”来了以
后，司机说要把车保养一下，工作
人员给他加了两桶机油，换好后，
司机就把车从车间开了出来，在
路边停了停就直接开车走人了。

张先生说，司机从车间出来
后，停车的位置正好是大家排队
等候洗车的地方，他把车往那一
停，工作人员以为他是来洗车的，
就没注意到。

这辆“霸道车”一共消费了425

元。张先生说不管这位司机是无
心还是有意的，都希望他能主动
到店里把账结一下。

微信上买海参

付完钱卖家玩失踪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韩秀卫）

随着微信的普及，微信购物逐渐
流行。近日，市民常女士通过微信
购买了8000元的海参，付款后卖家
却悄然失踪了。

10月份，常女士通过微信结识
了网友“小马”，小马自称朋友在
芝罘区海港路开了家海参店，可
以以优惠价出售海参。巧合的是，
常女士确实到过这家店买过海
参，便相信了“小马”的话。经过协
商，海参900元一斤，常女士打算以
8000元的价格购买9斤。

“小马”承诺，3天内发货，可常
女士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收到货。
随后，“小马”以各种理由推托，又
过了十多天后，“小马”竟失踪了，
常女士通过电话和微信都无法联
系上他。常女士说，“小马”还在网
上开了一家海参专卖店，希望市
民引以为戒。

民警提醒市民，“双11”来了，
网购陷阱也不少，市民购物时应
多查看卖家评价和信誉度，购买
正规商家产品，不要贪图小便宜，
以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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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录像里，黑色别克车突然加速，撞向前面的小男孩和小女
孩。 交警供图

高速车祸

8日中午，一辆红色轿车
在沈海高速发生追尾事故后，
轿车自己翻了个四脚朝天，驾
驶员被困在驾驶室中。事故发
生后，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将
被困驾驶员救了出来。

本报记者 于飞 通讯
员 隋少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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