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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流窜多所高校盗窃100余幅字画，仅卖一幅

““我我偷偷字字画画不不是是卖卖，，而而是是欣欣赏赏””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记
者 朱文龙 实习生 韩雪）
春暖花开，在省城大街小巷，处处
都能看到露天烤串的摊位，这些
摊位在给人们提供美味的同时，
也产生了呛人的油烟。近日，家住
天桥区西苑萃景园的韩先生就被
这些油烟搞得很闹心。

“在我们小区门口，有一个烤
猪肉串的摊位。在上午11点到下
午两点、下午5点到晚上9点左右，
饭点的时间吃烧烤的人多，油烟
太重了。我家住四楼，中午、晚上
都不敢开窗，太呛人了。”韩先生
对记者说。

14日下午6时许，记者来到了
韩先生所居住的西苑萃景园小
区。小区房子比较陈旧，道路也很
窄。在韩先生所说的“猪肉串”烧
烤摊前，记者恰巧看到这样一幕：
客人特别多，老板烤肉忙得不可
开交，烧烤炉具摆在马路边上，烧
烤过程油烟滚滚。不少行人经过
烧烤摊时，都掩鼻而过。烧烤摊旁
边停满了顾客的交通工具，非机
动车与机动车混杂，行人出行十
分不便。

据老板介绍，自己的烧烤店
开张一个多月以来，生意一直不
错，但是自从开张以来，就有居民
向他们抱怨油烟大，影响了正常
生活。“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些油烟
虽然没有毒，长期吸入还是会危
害身体健康。但是，我们店卖的猪
肉串本身含的油就多，所以烤的
时候烟也多，我们也没办法。”这
名店主对记者说。

猪肉串烧烤摊造成的大量油
烟已经形成了环境污染。针对这
个问题，天桥区城管执法局审理
科的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种露
天烧烤造成的油烟扰民问题，一
旦发现，便会从严治理，还居民一
片良好居住环境。“一般来说，我
们会让商家使用油烟净化设备，
或没收烧烤炉具并进行相应罚
款，如果商家还不悔改，那就直接
查封店铺”。

烧烤摊油烟熏呛

楼上居民挺闹心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因为生活压力太大，14日
晚，一外地男子醉酒后在街头用
石块砸自己的手指，被过往的市
民发现后报了警，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将受伤男子送到附近医院
救治。

据报警的市民姚先生称，14

日晚10时许，他到大明湖路附近
路边的一家自助银行取钱，结果发
现门口躺坐着一名男子，手里还拿
着石块，男子的左手鲜血淋淋的，
挺吓人。担心出意外，姚先生立刻
打电话报了警。在附近巡逻的天桥
巡警大队民警迅速赶来。

男子看到警察后，先是一言不
发，后来又痛哭流涕。经过询问得
知，男子姓孙，38岁，东营人。孙某
是陪同妻子一起来济南看病的，由
于花费较高，手头十分拮据，当晚9

点他打算去银行再取点钱交医药
费，可是发现卡里已经所剩不多。
后来孙某在旁边的小商店里买了
瓶酒借酒浇愁。民警问及其手伤
时，孙某表示是自己砸的。因为过
去自己一直有赌瘾，输了不少钱，
一时发狠才做出这样的举动。

事后民警对孙某进行了劝
导，并把他送到附近的市立一院
进行了包扎，在孙某表示不再做
傻事后，民警这才放心离去。

曾赌博没钱为妻治病

酒后发狠自伤

房间里有张志民
的画作、于希宁画的梅
花、于茂阳的书法，这
并不是一个书画展，而
是一名盗窃嫌疑人的
租住地。两年前大学毕
业后，赵某流窜于省城
多所高校，专门盗窃字
画。“我偷字画不是卖，
而是欣赏。而且，我只
偷自己喜欢的。”痴迷
字画的赵某以违法的
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
最终被长清警方抓获。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王兴飞 通讯员 黄钰峰 实
习生 张瑞） 之前因酒驾驾
驶证被暂扣，竟再次违法驾车
上路。看到路口执勤的交警，这
名违法司机竟成惊弓之鸟，把
车辆停在辅道后撒腿就跑。当
市中交警大队民警拦停其随后
藏身的出租车后，这名司机竟
再次撒开脚丫子跑路，一口气
跑出两条街。最终，这名试图跑
赢处罚的司机被市中大队女交
警抓了。

4月14日上午8时40分，在
市中区经十纬一路口执勤的民
警发现一辆沿经十路行驶、号
牌为鲁AZH×××的尼桑轿
车。这辆轿车在民警执勤点不

远处径直驶向了辅道，形迹可
疑。执勤民警向市中大队指挥
中心汇报了这一可疑情况，该
车车主随即被指挥中心民警通
过视频进行监控。

监控录像显示，这辆车被
停放在经十路联通大楼前，驾
车男子下车后一路小跑躲入步
行人群中。路口执勤民警仅朝
这个方向看了几眼，这名男子
就快速跑了起来。直到见民警
没有追来，男子才在跑动中摸
出一部手机，脸上还挂着躲过
一劫的表情。

经十路民生大街路口的监
控录像显示，这名男子一路跑
到该路口时停了下来，并混在
等待信号灯过马路的人群中，

但两个信号灯周期里，这名
男子依旧逡巡不前。直到一
辆出租车出现后，男子才上
了车。随后出租车左转后再
次驶向经十纬一路口。不料
在经十路胜利大街路口等信
号灯时，这辆出租车被3名女
交警成功拦停。

面对 3名女交警，出租车
司机愣神的工夫，乘车的这名
轿车司机竟又推开车门撒开脚
丫子跑了。在横穿车来车往的
经十路又冲过民生大街跑入经
九路后，这名司机被追赶的女
交警和其他执勤民警抓获。

“我没有跑，（见交警跑）
那 不 太 可 能 ，我 没 那 个 胆
儿。”在被带至市中大队了解

情况时，这名轿车司机如是
称。直到民警告知其全过程
已被路面上的监控记录后，
这名司机才傻了眼。

据了解，因酒后驾驶机动
车，这名驾驶员驾驶证此前已
被暂扣，因驾驶证逾期未换证，
目前已经停止使用，此次驾车
上路已属无证驾驶。“因为有急
事我就侥幸了一回，没想到路
口执勤的交警多看了我两眼我
就害怕了。”该违法司机杨某
称，看到前方有交警，心虚之下
就选择逃走。

由于驾驶员杨某的违法行
为，民警随后对其进行了记 6
分，罚款1000元，并处以15日
以下拘留的处罚。

只因交警多看了两眼，心虚违法司机一口气跑出两条街

试试图图跑跑赢赢处处罚罚，，终终被被女女交交警警抓抓了了

本报记者 杜洪雷

2013年，赵某从省城一所大
学毕业，但是并没有找到理想的
工作。学习会计专业的他曾经在
一个私营企业工作了数月，可是
因为无法适应公司的节奏而离
开。暂住在章丘一小区的赵某很
快就感受到生活的拮据。

赵某痴迷字画，而且自己也

经常写写画画。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来到章丘一所高校看到了一
间办公室里面挂着一幅画，久久
不能释怀。辗转反侧之后，赵某决
定到学校将这幅画偷过来。

一天下午，赵某来到该学
校办公楼，趁人不注意就躲进
了厕所。待到晚上，他从厕所里

面出来，将办公室门锁撬开后
进去盗窃。这一次，他不仅偷走
了画，而且将房间内的部分现
金和香烟偷走。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赵某
开始了其疯狂的盗窃之路。曾
经在高校学习四年，他非常清
楚高校的一些防范漏洞，便开

始流窜于省城多个高校进行盗
窃。

“一般他都会事前进行踩
点，主要是奔着学校领导的办
公室盗窃，因为他知道这些办
公室不仅有一些珍贵的字画，
还有比较多的财物。”长清公安
分局大学路派出所民警称。

奔着学校领导办公室偷字画

2014年，赵某开始大量盗
窃字画，其中包括他的母校。

“因为对自己母校比较熟悉，他
很容易就找到了艺术学院领导
的办公室。”长清刑警大队民警
陈涤非称，赵某偷走了艺术学
院一位领导的长卷轴，市场价
非常高。

赵某平常就上网浏览省内
一些知名书画家的作品，对于
张志民的画作和于茂阳的书法
非常推崇。“他知道山艺和山工
艺有很多书画名家，因此曾经
多次到两所高校进行盗窃。”陈
涤非称，赵某曾经到一所学校
图书馆盗走一位教授珍藏的于

希宁画的梅花。
去年11月份，赵某乘坐大巴

车从章丘赶到山东艺术学院长
清校区。当天下午，赵某潜入学校
办公楼，并且藏进厕所。等晚上办
公楼锁上之后，赵某就从厕所出
来，看到正对着一间办公室。

他用螺丝刀将门锁撬开之

后进入办公室，看到墙上挂着
一幅画，顿时心里一阵惊喜。这
幅画正是著名画家张志民所
作。他小心地把画作取下来放
进了背包，随后又翻找了办公
室，发现了其他几幅字画。

等到天亮了，赵某又悄悄
地离开了办公楼。

偷走张志民画作心中暗喜

很快，学校工作人员发现
院长的画作被偷，立即拨打
110报警。“我们非常清楚这幅
画的价格，在市场上最少50万
元。”民警称，他们还发现有8
枚印章不见了，这些都是非常
珍贵的。

“我们辖区此前发生过多
起字画被盗案件，一次毕业生
作品展览曾被盗走了多幅获奖
作品。”民警称，他们将多起案
件进行串并发现其作案手法相

似，而且现场都出现过一名身
高1 . 8米左右的男子，身材较
瘦，戴着眼镜，背着背包。

通过多种手段，警方很快就
发现了盗窃书画嫌疑人的踪迹。
今年1月，民警在章丘一小区出
租房内将嫌疑人赵某抓获。“他
桌子上放着毛笔、宣纸和墨汁，
一看就是一个喜欢写字的人。”
民警赵松霞称，让他们更为惊讶
的是，在嫌疑人的房间里竟然搜
出了100多幅字画，“我们原本以

为嫌疑人会将字画卖掉”。
“我偷字画，不是为了卖，

就是为了自己欣赏。而且，我不
是每幅字画都偷，有时候打眼
一看，只偷自己喜欢的，我知道
这种喜欢的方式不对，但现在
已经走火入魔了。”赵某称，他
只卖过一幅画，那是两位名家
合作的一幅画，原本市场价10
万元的画作只卖了1万元，“我
那个时候实在是没钱了，真舍
不得。”

据民警介绍，赵某没事就会
拿出偷来的字画欣赏，有时候还
会临摹一番。“有爱好是一件好
事，可是通过不法手段满足自己
的欲望就不对了。赵某说他后来
控制不住自己，看到喜欢的字画
就偷。”办案民警说道。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赵
某发现一些较为值钱的物品，
比如笔记本电脑、现金、香烟
等，就会顺手牵羊一同拿走。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盗走百余幅画作仅卖一幅

民警展示嫌疑人赵某盗窃的张志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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