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托车装上GPS

小偷行窃栽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

员 刘杰 徐丽娟 记者 孙
淑玉) 市民姜先生在自家摩托
车上装了个GPS定位系统，本来
只想着方便导航，没想到摩托车
被盗后正是GPS帮忙锁定目标，
初家派出所民警成功打掉一个
连盗40多辆车的团伙。

近日，家住绿色家园小区的
姜先生新买的摩托车被偷了。初
家派出所民警做笔录时，姜先生
提到为了方便导航，他在自家摩
托车上装了个GPS定位系统。

“犯罪分子偷车后不一定能
立即发现车上装了GPS，可以利用
这点追寻被盗车。”办案民警利用
技术手段将被盗车辆锁定在幸福
十六村附近。经侦查，民警在一户
大院内找到了被盗车辆。

由于大院被分成11个小间，
还都转租出去，办案民警只得派
人盯住被盗车辆，并联系房东。

“摩托车是王叔叔骑回来的。”负
责蹲守的民警无意间打听到摩
托车的来源，房东也承认经常看
到王某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和电
动车回家。

锁定嫌疑人后，民警蹲守多
日将犯罪嫌疑人王某、吴某抓获。
经审讯，王某、吴某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随后，民警在查看手机时
发现，两人均与同一号码的机主
联系频繁。民警顺藤摸瓜，一举将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据交代，
该团伙在市区先后盗窃40余起，涉
案价值10万余元。

羊肉馆内嫖娼

龙口民警抓现行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

员 王连训 记者 苑菲菲)

龙口市大庄子村一家羊肉馆，不
仅卖羊肉，暗地里还容留他人卖
淫嫖娼。19日，这家羊肉馆被龙
口公安局查获。

19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下
丁家派出所民警在清查过程中
发现，大庄子村张某某羊肉馆内
有形迹可疑人员。民警迅速出击
清查羊肉馆，将羊肉馆内已谈好
价钱准备实施卖淫嫖娼的刘某
某跟何某某当场抓获。

经审讯，两人对卖淫嫖娼的
违法实施供认不讳，同时查明，
羊肉馆的老板张某某有容留他
人卖淫的行为。目前，刘某某和
何某某已分别被龙口市公安局
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羊肉
馆老板张某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0

天并处罚款3000元的处罚。

烟台南郊现古寺院遗址
目前，文物部门完成历时近半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发发掘掘现现场场挖挖出出的的石石碑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金金阳阳 摄摄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张琪) 在烟台市芝罘区东珠岩村
有一处古寺院遗址，名为严因寺。
因青荣城际铁路经过，文物部门对
其进行了历时近半年的抢救性考
古发掘。据悉，严因寺遗址是目
前省内发现的最大佛教寺院遗
址。目前，发掘工作已经完成。

考古发掘历时近半年，发掘

面积2200余平方米

严因寺遗址地处黄务街道办
事处东珠岩村西侧的山坡上。烟台
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闫勇告诉记
者，发掘现场分为南北两大部分，
北部遗迹主要是房基，南部遗迹主
要为塔基。

闫勇说，青烟威荣城际铁路要
南北横跨严因寺遗址，如不进行发
掘，这处遗址很有可能会消失。从
今年7月底开始，由山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和烟台市博物馆联合
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
掘面积2200余平方米。

据了解，该寺院遗址在第三
次文物普查过程中被列为文物
保护点。“这次对佛教寺院的全面
发掘在省内尚属首次，对于研究胶
东半岛地区唐至明清时期佛教的

发展及寺院形制的变化有重要
意义。”闫勇说。

遗址出土的主要是瓷器、建

筑构件和钱币

目前，发掘工作已经完成。
在遗址北部，地面上错落着房
基，全由大大小小的石块垒砌而
成，部分房基看上去呈不规则的
形状。闫勇说，此处的房基并不
都是同一年代建成，考古人员推
测，这里的房基年代分别是宋元
时期、明代和清代。

在北部遗址处有两条道路，
两条道路的铺砌方式也不一样。
一条为小条砖错缝平铺；另一条
道路中间为条砖平铺，两侧为碎
瓦片竖插而成。

据了解，严因寺出土的遗物
主要为瓷器、建筑构件及钱币。
瓷器多为青花瓷，少数为白瓷，
器型有碗、盘、碟、罐等，纹饰多
为花卉纹，少数青花瓷器物底部
有简单款识。建筑构件以瓦当和
滴水为主，瓦当多为兽面瓦当和
龙纹瓦当，少数为文字瓦当，滴
水均为花卉纹，多为明清遗物。
钱币约数十枚，年代多为北宋晚
期。

碑文记载寺院始建于唐贞观

年间

记者看到，在遗址上有一块大
石碑，高约两米，碑身的一侧是相
对完好的底座。石碑前后均刻有文
字，正面文字清晰可辨，碑身上方
写有篆体文字“万通岩因寺碑”。

据介绍，碑文主要记载了古代
该处的一座名为“万通岩因寺”的
寺庙，该寺庙始建于唐朝贞观年
间，曾在宋朝天佑年间更名为“朱
庵寺”，并在明朝洪武年间重建，曾
香火旺盛，鼎盛时期占地50余亩，
共有大殿12座。

73岁的东珠岩村村民孙盛安

说，村里上了年纪的村民应该对此
处的寺庙有印象，寺庙一直保留至
文革时期，后被破坏。寺庙残存的
瓦片等时常被种地的村民发现，至
今仍保留当时庙内的庙碑、圣旨
碑、莲花底座等等。

碑文结尾处写有“明宣德六
年岁次辛亥季冬腊月古淮常从
书 撰”，“登州府福山县岩因禅
寺主持沙门僧进衍 立石”，“领
兵骠骑将军山东都指挥使信官
卫公青 助缘”。记者查阅资料
得知，明宣德元年为公元1426年，
由此推算宣德六年为公元1431

年，该石碑距今已有579年的历
史。

路边起争执，16岁少年捅死人
潜逃半月后被抓，女朋友因涉嫌窝藏罪被抓
本报通讯员 张译丹 本报记者 侯文强

只因朋友的提议被人反驳，芝罘区黄务16岁的少年
葛立(化名)与对方起了争执并发生厮打，持刀捅死一人捅
伤两人，潜逃半个月后被警方抓获。20日上午，芝罘区法
院开庭审理此案。

因为去哪里玩

两帮少年打架

5月29日下午3点，在烟台十
三中附近，两帮十六七岁的少年
在生日聚会上争吵起来。一帮人
提议“寿星”去海边玩，另一帮人
则不同意。

葛立说，提议去海边玩的是
他的好朋友，提议被拒绝后朋友
觉得很没面子。他并不认识要过
生日的人，也不认识和他们争吵
的人，他只是跟朋友凑个乐子。

两帮人越吵越僵，进而发生厮
打。葛立一方3男3女，对方七八个
少年，有人拿棒子，有人赤手空拳，
葛立拿着一把单刃尖刀。场面有点
混乱，葛立对着周围胡乱挥刀，也
不知道自己捅了谁。

等到双方打累了平静下来，
葛立一伙将刀子等扔到草丛里，
离开现场。事后听到对方有人死
亡时，葛立一直半信半疑。直到5

月31日，葛立从朋友那里确定有
一人死亡，他才慌了神。

捅死人后潜逃

半个月后被抓

经法医鉴定，一名小伙被葛
立捅断了腋动脉，造成失血性休
克死亡；另一名小伙躯干和四肢
被捅成轻伤，面部轻微伤；第三
名小伙躯干部受轻微伤。由于打
架双方只有葛立拿着刀子，警方
对葛立实施了抓捕。

听到犯下命案，16岁的葛立选
择潜逃。5月31日，他找到女朋友陈
敏(化名)，让陈敏给他点钱逃跑。

17岁的陈敏是陕西人，初中毕
业后来到烟台打工。案发后，芝罘
警方找到她通报案情，并督促陈敏
如有葛立的消息及时向警方汇报。

在明知葛立杀人的情况下，
陈敏将刚发的工资给了葛立，并
帮助葛立逃匿到威海乳山市，直
到葛立在6月14日被公安机关抓
获。陈敏因涉嫌窝藏罪被抓。

父母关系不好

曾因家暴离婚

12月20日上午10点半，芝罘
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涉嫌故意
伤害罪的葛立和涉嫌窝藏罪的
陈敏坐到了被告席上。葛立的父
母也来到庭审现场，在看到儿子
被押上法庭时，葛立的母亲嚎啕
大哭。葛立坐下后将头埋在腿

间，一动不动。
由于此案涉及到未成年人，

按照法律规定应不公开审理，记
者在开庭前退出了法庭。

“法院在开庭前做过多次调
解，但葛立父亲从不露面，只有
葛立母亲配合工作。”法院工作
人员称，葛立家在农村，家庭条
件不好，家里东凑西借，最终只
能赔偿受害人10万元。

庭审结束后，葛立说，案发
四天前，他与父亲吵了一架，之
后一直住在朋友家，这些朋友大
多是在KTV和台球厅认识的。

据介绍，葛立上初一时，他的
父母离婚。葛立母亲说，葛立父亲
经常打自己，夫妻关系一直不好。
但三个月后，因为挂念孩子没人照
料，葛立母亲选择了复婚。

┩刀登

三车相撞一车被撞飞
受伤司机被送到医院后，拒绝检查并离开医院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钟建军 李泊静) 19日20点

左右，在莱山区滨海中路发生一

起三车连撞的交通事故，一辆轿
车被撞飞十余米后碰到路边路
灯杆后，四轮朝天躺在路边。一
名受伤的司机被送往医院后，随
后便离开了医院。

2 0点4 0分左右，记者赶到
事发现场，看到一辆出租车侧
门凹陷，一辆雪佛兰轿车损毁
严重，两车相距10米左右，还有
一辆红色捷达轿车已被道路清
障车拖走。记者看到，雪佛兰轿
车四脚朝天躺在地上，该车的
车窗玻璃在五六米远的地上，

地上满是轿车破碎的零件。在
雪佛兰轿车一旁有一个被撞弯
的路灯杆。

据目击者杨先生介绍，事
故大约发生在 2 0点 2 0分左右，
当时他正在路边遛狗，突然听
到一声巨响，循声望去，看见一
辆车“飞”着撞到路灯杆上。“和
电影里的镜头一样，轿车和从
天上飞下来一样。幸亏那时路
边没有人。”杨先生说，当他走
到这辆四轮朝天躺在路边的轿
车旁边时，司机已经从里面爬

出来了。随后，这名司机被赶来
的120救护车送往医院。

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
四大队交警已在事发现场维持
交通秩序，其中有2名交警在勘
察现场。当记者问及事故原因
时，一名交警告诉记者不方便
透露，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0日上午，记者来到烟台
山医院，急救中心的医生对记
者说，昨晚接来的那名司机，到
医院后拒绝检查，没过几分钟
后，这名司机便离开了医院。

大学毕业证被偷
希望读者帮忙寻找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小乔正在烟台一家网站试用，原
本对找工作十分有把握的她却
遇到麻烦，她的毕业证、学位证、
英语四六级证书等均被人偷了，
希望有线索的读者发现后通过
本报归还给她。

小乔是今年刚从山东经济学
院毕业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她
来到烟台找工作，与另外两名女
生在大海阳路附近租房住。11月29

日早上，她和一名室友锁好门后
离开家。下午6点，先回到家的室
友小红发现家里的3个卧室门锁
都被撬开，小乔的笔记本电脑遭
窃，毕业证、学位证、英语四六级
证书及省级优秀毕业生证书等证
件也被偷走。小乔说，如果没有这
些证件，将对找工作造成很大影
响，希望捡到证件的热心人联系
本报归还这些证件。

6610123读者来电实录：“快来啊！滨海中路好几辆车撞了，有一辆车被撞飞
了，车轱辘都撞没了。”19日20点40分左右，热心市民李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
滨海中路发生一起三车相撞事故，一辆轿车四轮朝天躺在路边，司机已被送往医院
救治。

救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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