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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社会

一个砸车 一个偷车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通讯员 杨

勇强)为了报复经理王先生，员工张某

竟请人帮忙砸王先生的车子。17 日，

办案民警称，张某和帮他的三青年全

部落网，已被依法刑拘或取保候审。

青州市谭坊镇居民张某是青州某

机械有限公司的一名青年职工，

2010 年 10 月 10 日，因分工问题，张某

认为王经理工作任务分配不均，有意
歧视自己，于是同王经理争吵起来。

第二天，张某把自己在工作中遇

到的“不平待遇”向几个哥们说了出

来。听罢张某的诉说，兄弟几人大怒，

纷纷表示一定要教训教训王经理，与

大哥出这口恶气。

张某等人结伙带上棒球棍等家

伙，来到机械公司停车场附近，在张某

的指点下，找到王经理的羚羊牌轿车，

四人一拥而上，“乒乒乓乓”一通猛砸，

顿时王经理的轿车便面目全非，前后
玻璃、反光镜、保险杠被砸得稀烂，随

后扬长而去。

接到机械公司安保部的报案后，

青州市文化园派出所民警立即出警，

赶到案发现场展开调查，经过调阅停

车场监控录像和走访现场目击者，警

方很快就将张某等人锁定并一举抓

获。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焜

通讯员 马金国)市民刘先生 8 个月

前丢辆面包车，近日在街头巧遇。刘

先生跟踪后发现，偷车人竟是自己曾

经的下属杨某。 17 日，杨某已被刑

拘。

今年 2 月 3 日晚上，在潍坊某单

位当食堂领班的刘先生发现自己的车

不见了，于是报了警。虽然警方和他

都在多方查找，但车子就像根本不存

在一样，毫无踪影。

10 月 14 日，刘先生从在坊子的家

里出来办事时，看到自己的面包车从

眼前闪过。一路跟踪发现，偷车贼竟

是自己曾经的下属杨某。

17 日，办案民警告诉记者，经过

多次讯问，杨某已承认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

今年 42 岁的杨某从 2009 年 10 月

份开始到食堂工作，在工作时常被刘

先生责备，随即怀恨在心。 2009 年 12

月的一天下午，刘先生到食堂上班，

随手把车钥匙放在了厨房里。杨某趁

刘先生不注意，将钥匙偷偷拿出配了

一把，又放回了厨房。 1 个多月后，

杨某下班后看到刘先生的车子停在路

边而四下无人，连忙将车子开走。不

料，半年后恰巧被刘先生发现。

“老实人”为何下贼手？

接连被盗心里窝火，为找回损失再偷他人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

者 张焜 通讯员 袁方

孙志超)为了排解手机接连

被盗的怒气，一直被同事视
为老实人的郝某，竟然在监

控录像下明目张胆地偷同事
的手机，当天即被抓获。 17

日，郝某已被处以行政拘

留。

11 日晚上 6 点半左右，

警方接到市民李女士报警

称，她发现自己工厂的同事
郝某在午休时偷了她的手

机。民警赶到工厂后，李女

士说，当天中午，她和同事

张女士一起去吃饭，两人将

包放在了车间里，里面共有
150 多元现金和一部诺基亚

手机。当她们返回车间时，

发现同事郝某偷了她们的财
物。她们随后通知了工厂保

卫，并调取了监控录像。郝
某正是在监控录像之下，

“大张旗鼓”地行窃的。

民警马上找到了还在工

作的郝某， 34 岁的他对盗

窃手机的事情“承认得很干

脆”。在讯问过程中，民警

发现郝某忠厚本分，有问必

答、说话实在，不像以往抓

获的盗窃嫌疑人那样遮遮掩

掩；而同事们对郝某评价是

平时为人不错，待人很好，

很“老实”，“压根不会想

到他会干出这种事”。可

是，事实确是郝某偷窃他人

财物且人赃俱获，这是为什

么？此外，郝某在工厂工作

多年，很清楚哪里有监控设

施，为什么还要“明着偷东

西”？

17 日，办案民警告诉记

者，警方对郝某做出了行政

拘留 10 日并处罚款 500 元的

处罚。经过了解他们得知，

郝某在行窃前的一段时间

里，接连被偷走三部手机。

后来，他越想越觉得窝囊。

“我丢了手机，那么我就从

别人那儿‘找回来’”。一

天，郝某打定了主意，一时

冲动之下，明知车间内有监

控器还实施了盗窃。

遇刑警为何猛踩油门？

原是黑出租拉了俩盗窃犯

本报 10 月 17 日讯(记者

张浩 通讯员 王纯阳)

怀揣三万元现金却支支吾吾
说不出来源， 17 日早晨，

潍城区刑警大队执法人员在

宝通街进行例行巡逻检查
时，查处一辆本地黑出租，

车上的两个乘客竟是来自外

地的盗窃犯。

17 日上午 5:50 左右，潍
城区刑警大队执法人员在宝

通街上为打击“两抢一盗”

进行巡逻检查，在宝通街和
潍蒋路路口附近，一辆白色

夏利轿车引起了执法人员的

注意。据现场的执法人员介

绍，当时夏利车里除了司机

之外还有两个人，那两个人

看起来不像本地人，根据多

年的办案经验，刑警队员觉

着两个人很可疑，就驱车跟

随了一段路程。当发现执法

人员驱车跟随时，夏利车慌

然提速，执法人员立即追

上，在潍蒋路路口将夏利轿

车截下。

经执法人员例行检查发

现，白色夏利轿车是辆无证

营运的“黑出租”，司机是

潍坊本地人，想趁着天黑出

来做点“生意”。轿车上除

司机之外的另外两个人，自

称是来自四川，是彝族人，

来潍坊是找朋友的。从两个

人身上，执法人员发现了三

万元的现金，当执法人员询

问现金来源时，两个人却吞

吞吐吐的说不出来，执法人

员当即对两个人进行了拘留

审查。经过初步的了解，三

万元钱是两人入室盗窃所

得，目前案件正在调查过程

中。

小伙“失踪”警方苦寻半夜
原是醉酒后酣睡路边窝棚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通讯员 董
守平)13 日，青年张某外出吃饭后失

踪，警方四下寻找不见其踪迹。大家

都在做最坏打算时，却在路边窝棚里

找到了醉酒酣睡的他。

13 日晚上 11 点多，警方接到一
位市民报警，说其哥哥张某傍晚出去

吃饭后，一直未归，电话也打不通。

向其同桌吃饭的朋友打听，都说他酒

席未散就走了，请求派出所帮助寻

找。

民警随即开始对当晚与张某一起
喝酒的几名市民联系，又到处走访，

都没有发现张某的踪影。 14 日凌晨 1

点多，民警来到张某喝酒的饭店。饭

店老板娘回忆说， 10 点左右，她出
来送客人时，注意到一个光膀子，戴

眼镜的青年男子，晃晃悠悠的从饭店

出去了，饭店门口外的一段竹篱笆也
被他压的东倒西歪，之后他爬起来往

公路方向走了。民警随即利用车灯、

手电，沿公路搜索。

公路上车来车往，想到张某喝得

东倒西歪，民警们已经有了最坏的打

算。这时，一名民警突然听到“谁，

干什么的？”一个老人的喊声。大概

是搜索的人群把路边窝棚看玉米的大

爷吵醒了，民警急忙道歉，“对不
起，大爷，我是警察，我们在找
人”。“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喝醉酒

的小伙？”民警喜出望外，快步来到

窝棚跟前，发现张某正躺在窝棚里

面。大家连忙把他抬到车上，而此时

的他仍对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

老汉告诉民警，晚上十点半左

右，他刚要入睡，忽然听到“扑通”

一声，急忙出来查看，看到一个光着

膀子的小伙摔倒在路边摊着的玉米粒

中，他赶忙过去将其扶了起来。见小

伙醉了，他想从窝棚拿出凳子让他坐

下。没想到，小伙见到铺盖，一猛子

就钻进窝棚，倒头就睡，任凭老汉怎

么拉都纹丝不动。老汉只好和醉小伙

挤在一起睡，想天亮后等他醒酒再把

他送回家。不曾想张某的呼噜打得震

天响，老汉三个小时愣是没睡着。

经民警了解，张某在临沂工作，

10 月 13 日回家后，中午和家人及亲

戚聚了聚，晚上又应邀和同学聚，结

果喝多了。

“嗅”出烟花爆竹
14 日，在潍坊市望留屯村，民警正用搜爆仪对可疑地点进行检

查。搜爆仪可以在 100 米的范围内发现任何烟花爆竹。为进一步做好

节日期间的烟花爆竹管理工作，确保辖区安全稳定，潍城公安分局联

合望留街办对辖区重点村庄深入开展烟花爆竹集中清查行动。检查
中并未发现私自加工烟花爆竹的情况。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心存不满的下属竟如此报复上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