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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男溜进厕所猥亵女生
受害女生羞于启口不敢报警，嫌疑人接连下手
本报通讯员 巴仁 本报记者 侯文强

趁着女学生晚上去
厕所，变态男李某尾随
跟踪，趁四周无人搂抱
猥亵。

记者13日从芝罘区
检察院获悉，犯罪嫌疑
人李某因涉嫌猥亵4名
女中学生，近日被以强
制猥亵妇女罪提起公
诉。

色狼女厕内猥亵学生

从今年3月份开始，李某在
芝罘区两所中学的厕所里，接连
猥亵了4名女中学生。在第五次
伺机作案时，李某被蹲守的学校
保安抓获。

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李

某藏在芝罘区某中学女厕所旁，
尾随女学生小丽进入女厕所。小
丽刚方便完，李某便上前搂抱小
丽，并捂住了小丽的嘴。李某接着
双手抱住小丽向外拽，小丽趁机
挣扎大声呼救。李某慌忙挥拳打

向小丽的脑袋，但小丽一直在挣
扎。李某害怕惊动他人，拖拽了一
段距离后慌忙逃跑。

过了十多天，并没有警察来
找李某。李某胆气大增，继续疯
狂作案。

学校保安蹲守捕“狼”

由于接连有学生被猥亵，
学校保安开始在厕所旁蹲守。

今年5月初的一天，一名保
安发现：有人锁住了女厕所的
一个门。

觉得蹊跷的这名保安用对
讲机叫来同事，一起在女厕所

周围寻找。李某被堵在了距离
女厕所七八米的一个废弃下水
井里。保安们叫来民警，将李某
扭送归案。

经侦办民警审查，李某今
年 5 3岁，曾因为故意伤害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1 0年。李某选取

的地点都是学校内的女厕所，
作案时间在晚上7点左右。

案发当天，受害女生都没
有报案，这无形中放纵了李某。
李某称他在芝罘区两所学校作
案数起，后经公安机关侦查，最
终查实受害者4人。

受害人怕羞没报警

受害女生小丽说，事发后
她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老师，
而是等晚上回家后告诉了父
母。第二天，小丽的父母找到了
学校领导，但是仍然没有报警。

“心里很害怕，也感觉说出
去后很丢人。”其他3名受害女
生称，有的只告诉了老师，有的
只告诉了父母，有的甚至谁也

没有说。
经警方审讯，原来李某患有

疾病，不能进行正常性生活，就
变态地想通过猥亵女学生来满
足自己的淫欲。

李某称他其实也很害怕。
他第一次作案后隔了半个多月
才敢再次作案，但由于没被抓，
第二次作案后不过3天，他就再

次作案。
今年 5月 7日，李某因涉嫌

强制猥亵妇女被烟台市公安局
芝罘分局刑事拘留，并因涉嫌
强制猥亵妇女罪，经烟台市芝
罘区人民检察院批捕。

目前李某已经被芝罘区检
察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提起公
诉。

往取款机塞凭条损坏俩设备
女子称只是觉得好玩，但却为此赔了15000元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通讯
员 曲均璐 李清娇 记者
孙淑玉) 把取款凭条塞回取款
机“闹着玩”，莱山区一女子的举
动，导致取款机晶片故障，最终
赔付了15000元。

4日，解甲庄派出所街道辖
区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报警
称，有人故意损坏自动存取款
机设备，导致两台机器设备中
的一个晶片损坏无法使用。民

警调查发现，两台自动存取款
机损坏的时间分别是8月2 4日
和9月3日。

民警立即调取银行两天的
监控录像，一名大约三十岁左
右岁的妇女进入民警视线。自
动取款机出故障的两天内，该
女子都曾取款。更奇怪的是，取
款结束后女子并没有直接离
开，而是拿着凭条在取款机前
一阵捣鼓。女子在干啥，取款机

是咋坏的？
通过银行的监控录像，民

警很快找到这名女子。女子姓
李，为高新区某村村民。据李某
交代，8月24日，她发现家里没
现金了，便向丈夫要来一张华
夏银行信用卡。丈夫告诉李某，
这张信用卡不论在哪个银行都
能取出现金。

李某骑车来到附近农村信
用社取钱，取完钱后李某顺手

将取款凭条塞到自动存取款机
放信用卡的机口，当时只觉得
好玩也没多想。过了几天，没人
找李某，她就觉得没什么事情。

9月3日当李某再次去取钱
时，就又顺手将取款凭条塞在
信用卡口处，没想到这回自动取
款机直接“罢工”了。

经协商，李某支付15000元
修理费作为维修费用，问题才得
以解决。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通讯员
孙婷婷 许铧文 记者 孙淑

玉) 坐公交车时和朋友打电话坐
过了与女朋友约会的站点，小伙喊
停车没回应，竟连踹车门。

“公交车又不是出租车，哪有
想停就停的？这个小伙子太不讲理
了。”11日，烟台莱山一名小伙子怒
踹公交车门，引起同车乘客阵阵议
论。

11日，公交司机高某报警称，
有个小伙子在车上情绪激动，还用
脚踢坏了车后门。民警赶往现场时
见到这名小伙时，司机已经安排其
余乘客乘坐其他公交车离开。看到
警察来了，小伙子平静了许多。

民警询问得知，小伙子姓贾，
当天约好和女朋友在澳柯玛大街
某公交站汇合。结果小贾在到达站
点前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聊天中
坐过了站点。车上的小贾看到自己
的女朋友在站点痴痴等着，便嚷着
要司机停车。司机告诉小贾，只能
在下一个公交站点停车。小贾一听
急了，非得让司机停车，司机不回
应他便用脚使劲踹后门。

经民警批评教育，小贾向司机
高某道歉，并提出给500元损失费。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通讯员
姜宁宁 杨晓燕 记者 孙淑

玉 ) 离正式发车还有一个多小
时，公交车司机孙师傅趴在座位小
睡，没想到上来个心急的小伙嚷着
早开车，见孙师傅没回应，小伙冲
着孙师傅一顿打。

12日中午，公交车司机孙师傅
吃完午饭后趴在驾驶座上打盹。十
二点半左右，家住附近的吴某急匆
匆来到车站。听到孙师傅说下午一
点半才发车，吴某就央求能不能早
点发车，但孙师傅摆了摆手。

过了一会儿，吴某让孙师傅打
开门上了车等。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看到孙师
傅还在睡觉。吴某快步走到孙师傅
身后，对着后脑勺使劲打了两下，熟
睡中的孙师傅倒在地上后，吴某又
凑上前踹了几脚，然后跳下车跑了。

经询问周边市民，莱山派出所
民警找到了吴某。吴某对自己的行
为深感后悔，在民警的调解下，吴
某赔付孙师傅2000元医药费和4000

余元误工费。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通讯
员 王瑞国 陆晨生 记者

于飞) 10日，蓬莱市一位行人
被撞后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
亡，而肇事车辆逃逸。现场只留
下了几块转向灯灯罩的碎片。蓬
莱交警大队民警经排查，36个小
时后将犯罪嫌疑人曲某抓获。

10日20时左右，蓬莱市交警
大队事故处理中心接到报警，海
滨西路北沟镇栾家口村北海边
附近有行人被撞，肇事车辆逃
逸。民警赶到现场后，只提取到
了几块转向灯灯罩的碎片。除此
以外，没有任何线索。

民警立即兵分几路进行走
访调查。可经一天下来，一无所
获。此时，技术调查民警得到了
有利消息，经车管所的车检民警
和汽车修理厂的工人师傅及汽
车销售单位的技术人员判断，民
警提取到的碎片很可能来自货
车，而且车灯部位经过长时间曝

晒，灯罩泛白、质地发脆。
1 1日晚，办案民警商讨决

定，连夜在事故现场周边5公里
范围展开撒网式调查。

12日10时许，一辆停放在栾
家口渔港角落里的小型样板货
车引起民警的注意。该车左前转
向灯的灯罩破碎并脱落，风挡玻
璃下方有一凹陷。经过与事故现
场的灯罩碎片比对，民警确定该
车就是肇事的嫌疑车辆。随后，
民警在周边群众的带领下，将正
在一渔船上干活的嫌疑人曲某
抓获。

据曲某交待，肇事车辆是他
4年前在外地花八千元买的一辆
无手续车，长期放置在海边应急
使用。案发当晚他与朋友一起吃
饭喝酒，回家途中发生了事故。
因为心中紧张，便逃离了现场。

被撞行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曲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已
被刑事拘留。

撞人致死，他驾车跑了

几块车灯罩碎片揪出肇事者

心急下车见女友

小伙怒踹公交车门

没到发车点上了车

男子着急打伤司机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通讯员
孙跃军 王冠中 记者 苑菲

菲) 因为盗窃，莱州的张某已经
被劳教了4次。8月24日，出来不到3

个月的张某再次“伸手”，结果被
户主抓了个现行。

8月24日凌晨5点多，莱州一平
房内租住的孙某在睡梦中被声响
惊醒。他悄悄推开门走到院子里
正四处张望，此时从西面的平房
里走出一个男子。

对方见到孙某时脸上露出惊
慌的表情。面对孙某的询问，男子
含混不清，眼神还四处张望。孙某
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莱州巡警大队的民警一眼认
出，男子正是多次被公安机关打
击处理过的张某。

原来，张某此前已经因为盗窃
被劳教了4次了。现在距离最近一次
重获自由还不到3个月。张某交代，
看大门开着，便想进来偷点啥。

目前，张某被莱州警方依法
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

因偷盗被劳教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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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法庭上有不少令

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也有许
多让人痛惜的案例。《文强
说案》主要讲述法庭内外的
那些事儿。欢迎读者拨打
15954530929，和文强提提建
议，说说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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