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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怀揣揣1199把把车车钥钥匙匙撞撞运运行行窃窃
一男子刚偷到摩托车就被逮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杜
洪雷 通讯员 李正伟） 近日，平
阴县孝直镇一头公牛突然发疯，在
公路上横冲直撞。为避免伤及路人，
民警无奈之下驾车对公牛多次撞
击，最终将该“疯牛”制服。

3月30日19时许，孝直派出所接
宋柳沟村村民柳某报警称，自己刚
购买的一头公牛发疯了，在村南侧
的演旧路上乱窜，请求帮助。接警
后，民警郭瑞、王广超立即驱车赶赴
现场。

到现场后，民警只见一头五六
百斤的公牛发疯似地在路上四处乱
窜，路人被吓得到处躲避。报警人柳
某对民警称，牛疯了见人就顶，只要
制服它用什么办法都行。为避免公
牛伤人，民警立即疏散路人，同时紧
急组织三辆路过此处的大货车横在
公路两端。随后，民警同路人一起拿
木棍迫使公牛离开公路，将其缓慢
赶往柳某家中。

同时，一名民警开警车跟随，以
防公牛伤人。当牛走到柳某家门口
时，突然调头冲向人群，危急时刻，
民警果断开车将牛撞倒在地。牛起
身后调头就跑，柳某顺势抓住了牛
缰绳，狂怒的公牛又转身顶向柳某。
为避免柳某受到伤害，民警再一次
开车撞击疯牛，牛拼命抵了几下警
车侧门，向南跑了几米后最终倒地
不起，被民警及众人上前制服。

经了解，当日下午，孝直镇宋柳
沟村的柳某买下牛牵着牛回家时，这
头公牛突然挣脱缰绳发起疯来。

公牛路上撒野

民警驾车“顶牛”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记者
郑帅） 无业青年郭某去网吧应

聘当网管，才干了四天便趁老板熟
睡之机偷走了老板锁在柜子里的
7000余元。郭某把钱塞进兜里、内裤
里、袜子里后匆匆逃出网吧，不想却
被监控拍了个正着。

警方4月1日通报了这一案件。
事发在 2月 22日大年初四，市中区
七贤派出所接一网吧老板报警。

网吧老板称，22日凌晨的时候
自己与网管在网吧值班，凌晨 5点
多，自己熬不住便上楼睡觉了。刚睡
一会儿便听见有客人在楼下喊上
机。自己下楼后发现，网管已经不见
了人影，自己锁在柜子里的7000余
元也不翼而飞。因为过年期间店里
的网管都回家了，这名网管是临时
聘的，刚来了四天。

接警民警立即前往网吧，通过
调取店内的监控录像，民警发现22

日早晨 6点多，网管郭某趁网吧里
客人少老板又不在，将网吧柜子里
的7000余元偷出，随后将钱塞进自
己的兜里、内裤里、袜子里逃走。

确认郭某的身份后，民警调查
发现，郭某已经离开了济南。3月上
旬，民警调查发现，郭某出现在了济
宁，而且经常在一网吧里上网。民警
立刻赶往济宁，3月 1 1日下午 2时
许，将来网吧上网的郭某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郭某今年
32岁，平时没有工作，经常上网玩游
戏，生活基本上靠父母接济。春节期
间，他利用年前打工人员稀少的节
点到网吧应聘夜班网管，工作时他
无意中看到老板将钱放到前台的柜
子里，便临时起意，趁老板上楼睡觉
之机，盗取了柜子里的现金7000余
元。

盗窃后当晚，郭某便到一洗浴
中心消费900多元，随后郭某离开济
南去了梁山，并通过购买手机、衣服
及住高档酒店等方式将所盗钱财挥
霍一空。

网管监守自盗

内衣藏钱被拍个正着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实习生 侯鹏超）

怀揣收集的19把摩托车钥匙，
街头碰运气偷车未果后，又盯
上了一辆没上车轮锁的摩托
车。3月30日下午，男子陈某在
省城经十路全民健身中心企图
将没上锁的摩托车推跑时，被
守候多时的历下公安千佛山派
出所民警抓获。

3月30日下午，市民王先
生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去经十路
南侧的全民健身中心办事。由
于所需时间不长，他就把摩托
车停在路边后离开，“我看周围
人来人往的，就没上车轮锁。”

几分钟后，当王先生返回
时，却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挪
到了几百米远的路中间，旁边
还有一辆警车以及一名身穿蓝
T恤的男子。王先生上前一问
才知，自己的摩托车差一点儿
就被“蓝T恤”偷走。

原来，早在半个小时前，这
名身穿蓝T恤的男子就引起了
千佛山派出所便衣民警的注意。

“当时，他围着路边的摩托
车转了好几圈了。”4月1日，千
佛山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看
到有合适的摩托车，他就坐上
去佯装等人，一只手却悄悄从
口袋里掏出东西往摩托车的锁
孔里插。

王先生前脚刚走，“蓝T

恤”后脚就坐在了他的车上。鼓
捣了半天后，“蓝T恤”推着王
先生的摩托车往西就跑。结果，

“蓝T恤”还没跑出几十米，就
被千佛山派出所的便衣民警抓
了个正着。

“后来，我们从他口袋里发
现了19把各型摩托车的钥匙，
其中一把刚刚拧断。”4月1日，

千佛山派出所民警王兆林说，
发现王先生的摩托车没有上车
轮锁后，“蓝T恤”就用随身携
带的摩托车钥匙一把把试开，
慌忙之中他还拧断了一把。

经查，民警获知，“蓝T恤”
陈某，今年28岁，济南人，曾因
盗窃四次被警方处理过。

说起屡屡行窃的原因，陈

某告诉记者，小学毕业的自己
没有工作也没有钱，家里浇地
需要用钱，所以他就想着盗窃
摩托车、电动车以及自行车卖
了钱来补贴家用。

至于那 19把各型摩托车
钥匙，则是陈某或捡或偷或配
而来的，“这么多钥匙，总有一
把能派上用场吧。”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李艳艳）
现年 71岁的张继忠是一名

环卫工人，3月30日早晨5点30
分左右，他正在清扫路面时被
一辆过路的轿车撞倒，让他气
愤的是，肇事的小伙子下车对
他说了句“天还没亮，你来晃悠
啥呢”，然后驾车逃离了现场。

事发的具体时间在3月30
日早晨5点30分左右，地点在
历城区华山办事处还乡店公园
南侧，张继忠是负责这一区域
的环卫工人。

接到报警后，历城交警赶
到现场。出警民警说，当时，老
人躺在地上，身上有明显外伤，
表情很痛苦，他们赶紧配合医
务人员将张继忠送到了医院。

随即，民警调取了事发地
点的监控录像，通过录像和伤
者的叙述，确认肇事的是一辆
黑色的丰田轿车，并初步确定

了车牌号。
“通过视频，我们发现在事

发后，肇事司机曾下车查看，停
留了大约48秒的时间，之后将老
人的手推车挪了挪，上车离去。”
民警说，从视频判断肇事司机是
一名30岁上下的男子，身高175
厘米左右，小平头。

民警在交管系统内查到了
嫌疑车牌号对应的车主联系方
式，车主是名女士，她表示车辆
已经出售，只是还没有过户，接
着民警找到了二手车市场，又
被告知车卖给了一家汽修厂。

就在民警一家家往下排查
寻找肇事司机时，3月31日下
午 6点，肇事司机刘某迫于压
力，主动来到了历城交警大队
投案自首。

据刘某交代，当时，他在朋
友家里待了一夜，正开车行驶
在回家的路上，因为路灯不亮，
距离几米的时候才发现前面有

个人，虽然猛打方向盘，可还是
撞到了张继忠的手推车，把老
人撞倒在地。

“我的第一反应是碰瓷的，
还挺生气的，怕被人讹上钱，就

对他说了句‘天还没亮，你晃悠
啥’，然后就走了。”刘某说。

目前，张继忠因为腿部骨
折还在医院治疗，民警正在对
此案进行处理。

撞撞伤伤环环卫卫工工，，还还嫌嫌其其凌凌晨晨出出来来晃晃悠悠
肇事男子逃逸一天后自首

两窃贼大中午的猖狂行窃

专专业业锤锤砸砸车车窗窗，，声声音音小小到到难难听听到到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

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韩秋
阳）“真没想到，光天化日之
下车玻璃被砸了，包也被偷
了。”4月1日，市民王先生无奈
地告诉记者，3月31日中午，他
把车停在二环东路省图书馆附
近路段，却遭砸玻璃偷包。

王先生的工作单位就在事
发地附近，3月31日中午11点
半左右，他把车停在交警划定
的停车位上，就放心地回单位
吃饭了。“平时看新闻，小偷都
是晚上砸车偷东西，我觉得当
时是白天，附近又有不少监控，

小偷胆子应该不会这么大。”
然而，下午两点多，当王先生

准备开车出门办事时，眼前的场
景让他蒙了：副驾驶那扇玻璃被
砸碎了，玻璃渣一粒一粒散落在
车座上，“我还以为什么东西倒
了，把车窗砸破了。”可是，当发现
副驾驶座上的包不翼而飞时，王
先生才意识到，原来是遇到砸车
玻璃盗窃的，随即报了警。

警方勘查现场发现，车玻
璃是被用专业的锤子砸破的。

“警察说这种锤子砸玻璃时不
会发出太大的动静，难怪我什
么都没听到。”王先生说，“没想

到小偷这么猖狂，中午就敢直
接砸玻璃偷东西。”

在事发现场附近居住的一
位目击者表示，中午 1 2 点半
许，他看到两名二十来岁的男
子骑着一辆白色电动车，沿二
环东路从南往北走。“俩人长得
瘦小，看起来鬼鬼祟祟的。”目
击者称，“我看到他们走到停车
密集的地方后下了车，用手语
比划了一会儿。后来一个人绕
到车后面去，可能在放风，另一
个人就去砸玻璃偷包了。”两人
得手后，向北逃离现场。

“目击者告诉我，我旁边有

辆车的玻璃也被敲坏了，因为
车主没有在里面放包，倒是没
遭窃。我包内有100元现金、身
份证、户口本和房产证，都被小
偷拿走了。”

包内证件补办手续繁琐，
让王先生颇为苦恼。“这几个证
件都太重要了，我跑了一上午，
才补办好户口本。现在最担心
房产证被人拿走，做出违法犯
罪的事。”王先生说，挂失加补
办证件得花两三千元，车玻璃
和贴膜加起来也得花千余元。

目前，派出所正在调取监
控调查此案。

4月1日，涉嫌盗窃的陈某被历下公安千佛山派出所刑拘。 本报记者 尉伟

众人一起将受伤的环卫工抬上担架。 交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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