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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06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尉伟) 10月22日晚，六

岁的童童(化名)与父亲一起

乘出租车去泺文路附近。结

果，推门下车的童童不慎被

一辆电动车从后面撞伤右

腿。骑电动车的小伙随即加
速逃离现场，而童童的父亲
则因此与的哥发生纠纷。

22日晚8时许，大观园附
近，童童和父亲一起乘出租车
去泺文路。童童坐在后座上，而

他的父亲则坐在副驾驶位置。

谁想到了地方，正当童

童的父亲掏钱结算车费时，

车后却传来咚的一声响以及
童童的哭泣声。

宋师傅扭头一看，半开

的车后门附近，有一个骑电动

车的小伙。他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调转车头，向东逃窜。

原来，趁着爸爸在前面

结账的工夫，坐在后座上的

童童有些心急，他没有查看

车后的情况，就推开车门下

车。结果，那名骑电动车路过

的小伙将童童撞倒在地。

宋师傅和童童的父亲反
应过来，想去追赶那名小伙

时，对方早已不见了踪影。随

后，两人也因此发生了纠纷。

童童的父亲认为宋师傅
车停得不是地方，导致出租

车与路边人行道之间空间过

大。而宋师傅则报警求助。

了解情况后，110民警开

车带着双方赶到省中医为童童

进行了检查。经过医生初步诊

断，童童的右小腿有骨裂现象，

身体其他部位有轻微擦伤。

由于童童父亲作为监护

人也负有责任，经民警半个
多小时的调解，宋师傅主动

承担部分医药费120元，童

童的父亲也对此没有异议。

民警提醒，市民带着孩

子外出乘车时，最好能与孩

子坐在一起。尤其是在推门

下车前，更要仔细观察好周

围的情况，确认安全后再让

孩子下车。

(线索提供人 吕先生)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刘志浩) “快来看

看，这个小伙子怎么了？”24

日上午，济南火车站工作人员

突然发现一小伙半趴在候车
厅座位上，表情痛苦，随即打

电话叫来120急救车。后询问

得知，原来小伙因与女友吵

架，气急之下用刀割了自己手

腕，后又吞下大量止疼片要
自杀。

据小伙说，他姓王，老家

在黑龙江。他与女友感情非
常好，为了和女友在一起，小
王特意来到了济南，在一家

火锅店打工。小王平时有爱

喝酒的毛病，为此女友没少

跟他斗嘴。

10月20日左右，几个朋
友来济南，小王于是每天陪
朋友吃饭喝酒，“这几天得喝
了三四斤白酒吧。”小王承

认。23日晚他又与哥们儿喝
酒，结果女友再也无法忍受，

与小王大吵一架，并提出分
手。

小王在酒精的作用下，

当着女友的面割了手腕。见

女友仍对自己不依不饶，气

急败坏的小王来到附近一所

药房，强行拿起柜台上的止

疼药，一把放进了自己嘴里，

“可能有100多片，我也记不
大清了。”随即小王被带到派
出所，后被女友领回，但女友

随后就离开了他。

之后小王打听到女友要

坐当天下午的火车去烟台，由

于害怕她一去不回，就跌跌撞

撞到了火车站等待，痛苦难忍

之下，被细心的工作人员发现

并送到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小王手腕

上被打了厚厚的绷带，他一

个劲地责怪自己太冲动，“我

知道很多事都是我的错，只

要玲玲(其女友化名)不离开

我，让我做什么都行！”

24日下午，经过多次电

话沟通后，小王最终获得了

女友的谅解。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尉伟) 10月24日上午，

市民王先生开车途经经十路

时，正巧遇到路边酒店门前

一对新人的婚庆。尽管相距
数十米远，可王先生的爱车
还是不慎被礼花残块砸中。

24日上午10点半左右，

经十路与胜利大街交会口附
近，开车东行的王先生正在

路口西侧等信号。突然，路北

侧一家酒店旁，礼炮砰砰作

响。尽管声响颇大，王先生并
未在意，因为燃放礼花的地

方与他相隔有二三十米远。

可是，一个礼花残块如

同“长了眼睛”一般，不偏不
倚砸中了王先生的车。

听到车顶“咚”的一声

响，王先生连忙下车查看，车
顶上凹陷出一个直径约两厘

米的坑。王先生一边拨打
110报警一边开车去那家酒

店讨说法。

婚庆人员对王先生表示

了歉意，并掏出数百元作为

王先生修车的费用。

(线索提供人 芦先生)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尉伟) 冬季是扒窃犯

罪高发期，为有效维护公交

治安秩序，确保市民乘车安

全，10月24日，济南公安公

交分局的民警在全市开展

反扒集中行动。一天下来，

八名窃贼落网。

24日下午1时许，济泺

路北段，路西一处35路公交

车站牌旁，一个身穿运动服、

一个身穿牛仔裤的小伙引起

了济南公安公交分局刑警

大队二中队民警的注意：公

交车来来去去，可他们却总

在站牌旁晃悠，不时“扫描”

着路人的口袋、背包。

一名女青年让两人频

频“关注”，她蓝色外套左侧
口袋处鼓鼓囊囊的。“运动

服”、“牛仔裤”一前一后，跟

了上去。只见“运动服”慢慢

贴上去，右手一伸，随即缩

回。空空的手里多了一部手

机，前后不过一两秒。

正当两人准备离去时，

济南公安公交分局刑警大

队二中队的民警立即上前

将他们抓获，当场缴获三星
手机一部。

此时，那名女青年已走

出十来米远，丝毫不知道身

后所发生的事。

“你丢东西了吗？”“没

有啊！”“这是你的手机吗？”

“怎么会在你们手里？”当民

警追上前亮明身份，女青年

才发现手机失窃。

与此同时，在省城其他

公交车站点及公交线路上，

济南公安公交分局的反扒

民警也与窃贼们进行着“暗

战”。

冬季是扒窃高发期，24

日上午10点，济南公安公交

分局组织刑警大队、侦查一
大队、第五派出所等九个实

战单位，开展反扒集中行
动。截至下午3时许，反扒民

警一共抓获8名涉嫌偷窃的

犯罪嫌疑人。

据民警介绍，天气转冷，

随着市民外出所穿衣物增厚，

窃贼活动也逐渐增多。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李文鹏 通讯员 吕亚

洲 史守鹏) 一伙狱友利

用“高科技”的汽车遥控阻码

器，干扰汽车落锁，从而趁车主

在学校接送孩子或在超市购物

的短短时间里，盗窃车内财物。

日前，由济南市市中区检察院

对该案提起了公诉，济南市市

中区法院进行了审理。

今年42岁的王胜军曾因
犯罪入狱，并在服刑中结识

了狱友张小君、徐东方、刘焕

然等。两年前刑满释放后，王

胜军一直无所事事，曾在一
起服刑的狱友孙振平声称手

中有好东西，相约见面。

2008年10月的一天，两

人在堤口路大润发超市附近

见面，孙振平给王胜军拿出

一部汽车遥控阻码器，称可

以在几十米外干扰各种品牌
的汽车，使车主遥控锁车失

效，待车主离开后可拉开车

门行窃。孙振平来到超市停

车场，当场进行了演示。

王胜军当即以4500元的

价格，买下了孙振平手中的

汽车遥控阻码器。有了这“高

科技装备”，王胜军感觉如鱼

得水，于是纠集张小君、徐东

方、刘焕然一起寻找目标。

2009年11月的一天早

上，市民董女士像往常一样

开车送孩子上学。在下车送

孩子过马路时，由于停车时

间较短，董女士便把包放在

了车里。此时，站在离车不远

角落里的王胜军等人瞄准时
机，使用阻码器在董女士锁

车时干扰了汽车落锁，徐东

方和刘焕然在一旁望风，张

小君伺机实施盗窃，短短几

分钟内完成偷窃。

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

通过技术侦查手段于当日在

一酒店内将王胜军抓获，并陆

续抓获了张小君、徐东方、刘焕

然等人。之后通过网上追逃，在

天津一银行内抓获了孙振平。

经查自2008年11月至2009年11

月，王胜军等人交叉结伙或单

独作案15起。

法院经过审理， 一审

以盗窃罪判处被告王胜军、

张小君、徐东方、刘焕然有期

徒刑一年到十年不等；以传

授犯罪方法罪判处被告孙振

平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杜洪雷 通讯员 李哲

孙晓雯) 一男子不仅拒
不承认自己贷款，还在银行

向法院起诉，法院判自己败

诉后，向公安机关报假案。天

桥警方很快揭穿男子的谎

言，并依法对这名男子处以

行政拘留。

今年6月10日，天桥公安

分局接到杜某报警称：他于
2003年5月初在济南市段店

汽车市场看中一辆捷达轿

车。5月20日，杜某与银行工

作人员牛某签订了《汽车消
费借款合同》，向银行贷款
81600元。随后，杜某将54400

元首付存入自己账户中，委

托银行的付某、牛某帮其将

首付54400元及贷款81600

元，共计136000元一起支付

给汽车销售商。结果银行工

作人员牛某将其本金及贷款

金额共计136000元从杜某账

户中划走后，杜某没有得到

捷达轿车。

接到报案后，天桥公安

分局经侦大队立即展开侦

查。然而，民警很快发现事实
并非如此。事实上，杜某在报

案中向民警隐瞒了其贷款是
为了购买装载机而不是捷达

轿车，并且杜某当时已获得

了装载机。由于杜某贷款购

买的装载机被其弟弟开走不

还，杜某便在还了两次银行

贷款共计8600元后不再支付

银行贷款。银行起诉后，杜某

败诉，银行要求其继续偿还

贷款，于是杜某便编造谎言

向警方报案。

最终，杜某因谎报案情
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

日的处罚。

一天下来，八贼落网！
民警提醒：冬季市民要注意防扒

婚庆礼炮撒欢，击中远处轿车

六龄童推门下车不慎被撞
撞人后，骑电动车的小伙竟加速开溜

结伙用“高科技”行窃

“狱友”一起再被判刑

逃避银行贷款

报假案被拘留

为情所困，小伙割腕又吞药
缘起自己喝酒，女友提出分手

割腕小伙不愿面对镜头。 刘志浩 摄

民警提醒，窃贼扒窃手法

一般有四种：

一、上车时，故意拥挤在

车门处实施扒窃，或是挤在车

门口，既不上车也不下车，利

用“障眼法”作掩护实施扒窃。

二、站立贴靠乘客进行扒

窃，又称为“挤碰试探法”。扒

手事先在站点寻找目标，然后

跟随乘客上车，一旦乘客放松

警惕，扒手立即扒窃作案。

三、嫌疑人趁乘客打盹儿

或精神不集中时，使用锋利刀

片割开乘客衣袋或背包窃走

财物。

四、嫌疑人结伙扒窃，得

手后传赃，这种扒窃手法称作

“传赃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