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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警线

咦，自来水管咋流出浑水
噢，原是井里上水管裂了

车里钱包不见了
小偷偷走钥匙遥控开了锁

本来想高高兴兴地打
球，没想到车钥匙居然被偷
了。小偷利用车钥匙的遥控
感应，将放在车中的钱包偷
走。21 日晚，市民王明(化
名)遇到这么一件倒霉事。

21 日晚上 8 点左右，
吃过晚饭的王明和朋友一
块想找个地方打乒乓球，于
是开车来到了位于傲徕峰
路的一家俱乐部。找到合适
的乒乓球台后，王明将车钥
匙放在一个袋子中，随手又
将袋子放在了乒乓球台旁
的座位上。由于打球打得太
投入，等王明想起来再看旁
边的座位时却发现袋子不
见了。

难不成车被偷走了？王
明急急忙忙走出俱乐部，朝
着自己的车走去。远远地，
王明看到车原封不动地停
在原处，车钥匙“躺”在车门
附近的地上。王明赶紧打开
车门发现，放在车里的钱包
不见了，钱包中有 1000 多
元现金以及银行卡、身份证
等物品。

看到这种情况，王明急
忙报了警。泰安市巡特警支
队二大队一中队民警介绍，
小偷利用车钥匙的遥控感
应功能，找到王明的车，然
后轻而易举地将车内物品
偷走。

(本报记者 王颜)

刚买的车“破了相”
最近车辆被划伤的较多

市民杨先生上周刚买
了一辆新车，停在一小区门
口半个小时的功夫，爱车的
右后车门居然被人恶意划
伤了。

10 月 21 日，泰安市巡
特警支队二大队一中队民
警接到市民杨先生报警称，
他刚买了不到一个星期的
爱车被人恶意划伤了。

原来，21 日，杨先生开
着车到泰建公司家属院小
区附近办事，为了保险期
间，他将车停到了小区里。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杨先生
回来时正好碰见小区的一
位居民，这名居民提醒杨先
生，将车停在这里小心被划
伤了，以前就有人遇到过这
种情况。

“当时我也没在意，开
着车就走了。”杨先生说，等
他到了家下车之后发现，爱
车的右后门莫名被划伤了。

看着“受伤“的爱车，杨先生
心疼地说，他的车刚买了不
到一个星期，车牌还没挂上
呢。他向保险公司理赔，保
险公司说这属于恶意损伤，
不在理赔范围，杨先生无奈
之下只好报了警。

民警介绍，最近车辆被
恶意划伤的现象比较多。划
车者的心态种类很多，发生
在小区里的一般都是嫌对
方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比如
影响自己停车走路等。民警
提醒，有车一族停车时应尽
量选择适当的地方合理停
放，以免给他人造成不便。

民警也警告划车者，请
提高自己的道德和法律意
识，一旦被警方查出，不但
面临经济赔偿，还有可能被
治安处罚。

(本报记者 王颜 通
讯员 尹彦超)

光天化日抢手机
三个小伙子将坏人给摁倒了

看见小偷在光天化日
之下偷盗一女子的手机，三
名年轻小伙见义勇为当场
将小偷抓住。据了解，他们
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街头抓
小偷了。

23 日下午 5 点左右，
泰安市巡特警支队二大队
一中队民警巡逻到泰山火
车站时，看到一群人围在一
起。民警以为有人在打架，
于是拨开人群向前劝阻。民
警挤到人群中一看，三个年
轻人正死死地摁住两名男
子。看到民警到了，三名年
轻人说了一句：“你们来的
正是时候，这两个小偷就交
给你们了。”

民警了解得知，下午，
这三名年轻人走到财源大
街西段某宾馆门口时，看到
有两个男子鬼鬼祟祟地跟
在一名女孩后面。三名年轻
人意识到这两名男子可能
是小偷，于是悄悄观察他们

的行踪。三位年轻人看到，
当女孩掏出手机准备打电
话时，两个男子突然冲了上
去抢夺了女孩的手机。

三名年轻人看到后，急
忙上前制止男子的行为。小
偷看到有人来追，便向火车
站附近跑去，结果没跑几
步，就被三名年轻人摁倒在
地。

24 日，记者联系到其
中一名见义勇为不愿透露
的年轻人。据这名年轻人介
绍，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
说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遭
遇小偷，泰城一些富有正义
感的市民自发成立了一个
团队，专门对付街头的小
偷。

从成立团队到现在，他
们已经制止了 20 余起偷盗
行为。

(本报记者 王颜 通
讯员 冯毅 侯树虎)

本报 96706 热线消
息(记者 胡修文) 最
近几天，泰山区上高街
道办事处宁家结庄的自
来水忽然变成了黄色，
自来水沉淀之后还有许
多细细的泥沙，村民无
奈只能靠买水生活。村
委解释，是村井的上水
管裂了。

10 月 24 日，记者在
宁家结庄采访时发现，不
少居民正在购买山泉水。
村民宁女士告诉记者，她
家水龙头里流出的水非
常浑浊，别说饮用了，就
连衣服都不能用。村民刘
先生向记者介绍，水龙头
里的水浑浊时简直就是

“泥汤”。
在宁家结庄租房的

陈先生把记者领到他的
出租房内，记者看到，一
个水桶盛满了浑浊的自
来水。“根本不敢饮用，

前几天用浑水洗衣服越
洗越脏。”陈先生说着打
开了水龙头。记者发现，
水龙头流出的水发黄，接
了一盆水没多久，盆底就
沉淀了一些泥沙。陈先生
说，四五天前就开始浑浊
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村民现在所用的饮用水
都是买的山泉水。

宁家结庄村委农机
队工作人员赵承刚告诉
记者，自来水是从村里的
一口井打出来的，村委的
领导已经让工作人员查
找自来水变浑浊的原因。

“以前也发生过这
种情况，现在初步估计是
井中的上水管破裂，导致
自来水回流到井里，把井
底的水搅浑了。”赵承刚
说，村委已经开始着手更
换上水管的工作，尽快让
村民喝到清澈的井水。

一个“Q”改成“O”一个“L”改成“J”
俩司机私改车牌号“栽跟头”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
(记者 孔红星 通讯员

张力斌 李明峰) 为
防止车辆违法时被拍照，
一名司机把后车牌字母
Q 用油漆改成了 O，然后
再用名片遮挡住这个字
母。而另外一名司机把车
牌字母 L 贴成 J ，数字 8
贴成 6。最后，这两名驾驶
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0 月 20 日上午 8 时
左右，泰安交警直属一大
队二中队民警在东岳大
街巡逻时，发现一辆银灰

色轿车正沿东岳大街由
东向西行驶，其后车牌用
一名片遮挡。民警于是将
这辆轿车拦下，经检查发
现该车车号为鲁 A2Q1*
*，驾驶员将后牌 Q 下部
分遮住，让人误以为是
O。就在民警认为这是一
起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
行为时，民警又发现车牌
上的 Q 竟被油漆涂改成
了 O。

原来，这名驾驶员害
怕被抓拍，居然用了双重

“保护法”。目前，该驾驶

员以故意遮挡后牌受到
200 元的处罚，同时因变
造号牌被暂扣机动车、罚
款 2000 元。

无独有偶。10 月 19
日上午 10 时许，东平县
交警大队巡逻民警巡逻
至东平县城平湖广场路
口时，发现一辆悬挂鲁
JJJ8*6 号牌的本田小型
汽车情况可疑。当民警揭
掉第二个字母 J 上的覆盖
物后，竟露出了 L 字母，
在揭掉最后一个数字 6
的覆盖物后，却显示的是

8。
在事实面前，驾驶员

梁某承认了变造号牌的
违法事实。原来，经常出
门的肥城市民梁某怕交
通违法时被电子警察拍
到，就想到了修改号牌字
母和数字的“高招”，于是
用即时贴刻制字母和数
字后覆盖在原车牌上，没
想到刚到东平就被查获。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规定，东平县交警大队对
梁某作出罚款 2000 元、
驾驶证记 12 分的处罚。

市井故事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
(记者 孔红星 通讯员

张力斌) 喝了酒的父
亲让喝了酒的小儿子开
车拉着自己，去找喝多了
酒回不了家的大儿子。还
没找到老大，他们就在路
上遇到了正在查酒驾的
民警。小儿子扔下父亲就
跑，老爷子喝了酒开不了
车，民警只好开车将他送
回了家。

10 月 21 日晚上 10
点 20 分左右，泰安交警
直属一大队一中队夜巡
组民警在温泉路灵山大
街路口执勤时，一辆从温
泉路南侧驶来的灰色轿
车在距离民警还有 100

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停车。
民警看到，一个穿红上衣
的男子从驾驶座位置下
来，而副驾驶座位置则下
来一位年龄较大的男子。
民警感觉他们两人比较
可疑，于是上前询问相关
情况。年龄较大的李某
说，他的驾驶水平不是很
好，刚才熄火了。

民警感觉不对劲，明
明看到是身穿红色上衣的
年轻男子从驾驶座下来
的，而李某却说是自己开
的车，同时民警闻到他们
身上有少许的酒味。在准
备调查时，身穿红上衣的
年轻男子撒腿就跑，民警
紧急追赶却没有追上。

一中队队长韩建军告
诉记者，民警经询问了解
到，李某家住水牛埠，刚才
逃跑的小伙子是他的小儿
子。晚上 10 点左右，李某
接到了大儿子的电话，电
话里听得大儿子和朋友们
喝酒喝多了，一会哭一会
笑，问他在哪里喝得酒也
不说。李某不放心，于是与
小儿子一起出来找他的大
儿子。可是自己刚喝了几
口酒，并且驾驶技术不是
很好不敢开车，李某就叫
来了小儿子，没想到小儿
子也刚喝了两口酒。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民警哭笑不得。由于已是
深夜，考虑到老人的安

全，民警只好开着李某的
车，把李某送回了家。

喝了酒的父亲让喝了酒的小儿子开车去找喝了酒的大儿子

遇交警,儿子扔下老子跑了

一位村民正舀着浑浊的水。 本报记者 胡修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