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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口路街道办回应：与摊贩的冲突实为遭暴力抗法

拿拿刀刀棍棍两两男男子子是是““街街办办志志愿愿者者””
毛贼潜入餐馆行窃

警民协力瓮中捉贼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尉伟）
12月11日清晨，一男子潜入纬九

路附近一家餐馆内行窃，结果却被
在隔壁房间内休息的店主发现。机
智的店主一边悄悄报警，一边堵住
了门口等待民警前来。

据报警的市民刘阳（化名）称，
他在纬九路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
12月11日清晨6时许，他在餐馆里面
的一个房间里还未起床，突然听到
店里有动静。刘阳起身向外查看，发
现餐馆内有一个黑影正在四处翻找
东西。见此刘阳并未声张，而是悄悄
地拨打电话报警。然后，他又趁男子
不注意，悄悄溜至餐馆门口堵住男
子的去路。

在附近巡逻的槐荫巡警二中队
民警接到警情后，迅速赶到了现场。
此时，刘阳看到110民警赶来，立刻
把餐馆大门敞开，并告诉民警：毛贼
就藏在屋内。110民警迅速进入餐馆
将躲藏的毛贼抓获。

经查，这名嫌疑男子姓田，三十
多岁。面对民警，田某交代：当天早
晨6点多，他经过餐馆门口，见四处
无人就动了贼念。他先伸手将餐馆
外门的挂锁弄开，然后进入餐馆内
开始翻找值钱的东西，没想却惊动
了睡觉的店主。当他发现异常想逃
出去时，却发现店主一直堵在门口。

目前，此案警方仍在进一步调
查中。

老人公交车内晕倒

司机开车直奔医院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孟燕
通讯员 井东） 11日上午，在85

路公交车上，一名60多岁的老人突
然发病。驾驶员杨毅直接开着公交
车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11日上午9点40分左右，85路驾
驶员杨毅驾驶公交车行至黄屯路段
时，突然听到车厢里有乘客喊“师
傅，快停车，老大爷晕倒了！”杨师傅
赶紧靠边停车，并跑到车厢后面，发
现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瘫坐在车厢
后排的座椅上，双眼紧闭喘着粗气，
脸色非常难看。杨师傅叫了好几声，
老人都没有反应。

见此情景，杨师傅对周围乘客
说，“这位老大爷情况不太好，大家
帮忙扶一下别让他歪倒了，这里离
空军四五六医院很近，我直接开车
把老大爷送到医院去。”车上乘客纷
纷赞同，杨师傅直接开车把老人送
到了医院，使老人得到了及时救治。

医院医护人员表示，老人有心
脏病史，近期天气寒冷，车厢内开着
暖风内外温差大，老人穿的衣服又
多，容易发病。

居居民民院院里里养养了了五五六六十十只只猫猫狗狗
饲养人说是救助动物，周边居民却表示难以忍受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居民反映>>

“我们和五六十只

猫狗做邻居”

“小猫小狗的，养个一只
两只，我们都能理解，但养这
么多，真是影响了我们的生
活。”南辛庄南街25号是一片
平房，里面有13户居民，其中
有一户居民家养了不少猫狗。
谈到这些猫狗，院里的一位居
民对记者说，有时饲养人会把
小猫小狗散养在院子里，“从
门口走的时候，偶尔会有小狗
往身上扑，太吓人了。”一位居
民说。

最让居民难以忍受的还
是由于大量养猫养狗带来的
味道，“我们这是和五六十只
猫狗做邻居，现在是冬天还
好，到了夏天，那味道太让人
受不了了。”由于院里都是平
房，猫跳到房顶上发出“扑通
扑通”的声音，也挺让人害
怕。

居民们说，虽然这些小猫
小狗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但由
于这位饲养人收养的都是流
浪猫狗，还会有很多爱护小动
物的市民来给她送棉被、狗
粮、猫粮等物品。

饲养人解释>>

“我是在救助这些

小动物”

居民们所说的饲养人是六
十多岁、在此独居的高女士。11
日下午，记者来到高女士家，在
家中的小院一侧，堆满了市民
送来的棉被等物品，在另一侧
原本是厨房的房间内也堆满了
杂物，中间仅留了不到一米的
通道通向房内。

一打开房门，几只小狗就
扑了出来，随后便能闻到房内
刺鼻的味道。记者看到，这所房
子内到处都是小猫和小狗，部
分小猫被关在笼子里，也有一
些在屋里随意活动。高女士指
着一个沙发说：“我平时就坐在
这上面睡觉，要是晚上它们打
架了或者拉尿了，我就得起

来。”
据高女士介绍，她从2005

年开始救助小动物，现在家中
共有六只小狗和五六十只猫。

“我在乡下还租了一套房子，
现在里面还有6只小狗，一个
小伙子有时候帮我去喂喂，这
里的小狗都是从那回来洗澡
打针的。”为什么不把小狗小
猫都搬到那里去呢？高女士表
示，那边地方太小，也就能养十
几只狗。

派出所说法>>

“曾多次收缴，对

方并不配合”

据了解，根据《济南市养犬
管理规定》，在绕城高速以内每
户居民只能饲养一只小型犬，
高女士家这么多的小猫小狗，
显然不符合相关规定。

对此，南辛苑居委会的工
作人员表示，之前曾经从高女
士家收缴过一批小狗送到了
小动物保护基地，并且带着高
女士去看过这个基地的情况，
但后来高女士又重新饲养了

一批。
院内其他的居民也就这个

问题多次向南辛庄派出所反
映，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是我们辖区的一个老大难
问题，我们之前曾经多次收缴，
但是对方一直不配合。”据工作
人员介绍，10月27日下午，南辛
庄派出所民警对高女士违规收
养的犬只进行收缴，但遭到高
女士的阻挠。经协商后，高女士
同意在3天之内将其违规收养
的犬只送走，并写下保证书。若
3天之后高女士没能处理掉这
些犬只，派出所将依法进行收
缴。

“她这样做也是对小动物
有爱心，但是她采取的方式不
对，就算要收养这些小动物，也
不能影响他人的生活。”南辛苑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

为什么高女士不肯将收养
的动物送到小动物救助基地
呢？“那里的条件太差，我不放
心”，高女士说：“我现在弄点退
休工资都用来养它们了，如果
有人能资助我在外面找个场
地，把这些小猫小狗运过去，我
愿意搬出去。”

文/片 本报记者 戚云雷

城管执法人员称

遭到了暴力抗法

13日上午，在堤口路街道
办四楼会议室，街道办相关负
责人和冲突当天的涉事城管
队员、志愿者都参与了情况说
明会。为了证明当天的冲突是
遭到了暴力抗法，堤口路街道
办还公布了当天执法过程中
的照片和垃圾中转站的监控
录像。

据堤口路街道办主任李
昱介绍，12月4日他带队到矿
院路进行例行检查，当执法车
队从矿院路由南向北走到矿
院路市场时，他们看到了王女
士的糖炒栗子摊位，由于之前
该摊位被取缔过两次，摊主已
经保证不再摆摊，但仍屡教不
改，于是执法人员决定依法没
收其摊位。

堤口路街道办党工委副
书记毕江涛表示，矿院路是刚

刚清理过的一个市场，以前马
路上全是摆摊的小贩，为了创
卫，街道办给他们建了一处专
门摆摊的地方，即矿院路市
场，但仍有个别摊贩不服从管
理在路边摆摊，4日与执法人
员发生冲突的摊贩就是这种
情况。

李昱称，双方冲突是对方
先动的手，当执法人员把王女
士的煤气罐、桌子等搬到执法
车上后，王女士想从车上抢回
东西，抢不成就开始辱骂一位
执法的城管队员，但执法队员
一直保持克制。直到情绪激动
的王女士拿糖水泼执法人员，
然后王女士的丈夫又拿起一
把铁锨乱拍执法人员，执法人
员才不得不为了自卫上前拦
住王女士的丈夫，造成了这场

“冲突”。

拿刀棍的两名男子

街办称是“志愿者”

冲突中，摊贩王女士受了
伤，住院近一周。而街道办方

面也称，几名执法人员也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据称，城
管队员杲广泉为阻拦王女士
的丈夫拿铁锨伤害其他执法
人员，冲在最前面，自己挨了
好几下不说，头部也被王女士
用开水瓶浇了一头开水，造成
中度烫伤。

对于王女士称冲突起因
是被人踹了一脚后又被人打
了一拳的说法，李主任表示不
认同，称执法人员一直都很克
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
口。而垃圾中转站的监控录像
由于刚好处在事发位置的偏
前方，没有拍到冲突发生的完
整过程。

对于监控视频出现的拿
砍刀和撬棍的两名便衣男子，
李主任表示，这两名男子是街
道办从堤口庄请的志愿者，帮
助执法人员做日常的街道巡
逻工作，所以没有穿制服。而
对于冲突中这两名志愿者从
执法车上拿出一把砍刀和一
把撬棍，毕江涛表示，这些都
是执法人员平常使用的工具，

是用来清理违法小广告和横
幅等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志
愿者还拿出了那把刀和撬棍，
撬棍长约1米，头部有弯钩，而
那把刀有接近一尺长，刃口已
经钝了，且有很多豁口。毕江
涛表示，这把钝刀就是用来刮
小广告的，是水果刀，根本不
能算是管制刀具。

冲突中为何拿出刀棍呢？
李昱解释，从当时的情形来
看，摊贩已经丧失理智，拿着一
把铁锹乱拍，普通人根本不敢
靠近，为了防止摊贩伤到执法
人员，所以才想到拿工具来制
住他，但幸好摊贩及时被人拦
住了，刀棍都没有派上用场。

对于堤口路街道办的说
法及回应，摊贩王女士的丈夫
徐先生表示不认可，称街道办
说是自己先动手的就要拿出
证据，自己拿铁锨是在对方打
人后拿来自卫的，且自己有证
人可以证明。徐先生表示，他
目前打算再等等，看派出所怎
么处理此事。

1、天气寒冷时，早晚高峰乘坐
公交车的人员比较多，有严重心脑
血管和心脏病史的老年人最好不要
乘坐公交车，如必须乘坐时，最好有
家人陪伴。

2、出门时应注意保暖，要戴帽
子和手套，来车后，如发现车上人多
比较拥挤，不要勉强硬挤上去，可等
下一班人比较少的车辆。

3、下车时如车上人多，不要着
急往车厢后门走，可向驾驶员说一
声，就近从前门下车。

4、乘车时如感到身体不适，有
发病迹象，可向驾驶员求助，公交车
上都备有急救药品，驾驶员会帮助
您报警或在征得车上其他乘客同意
后送往就近医院。

相关链接

冬季老年人

乘车注意啥？

13日，本报刊出《小
贩路边摆摊遭刀棍取缔》
一文，报道了摆摊的小贩
自称被城管打伤一事。
1 3日下午，涉事的堤口
路街道办回应称，4日与
小贩的冲突实为遭到了
摊贩的暴力抗法，整个
过程中城管队员都没有
动手，拿刀棍的两名便
衣男子为街道办的志愿
者，刀棍是平时清理违法
小广告、横幅的工具，不
属于管制器具。

监控视频中出现的撬
棍以及街道办工作人员所称
的“水果刀”。

如果邻居家中养了一只小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小狗很可爱；但如果邻居家养了六
只小狗和五六十只小猫，那给周边居民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
他的邻居家中就养了这么五六十只猫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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