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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这个不孝子真是坑爹！
男子雇假爹抵押亲爹的养老房，贷款赌博涉嫌诈骗被抓

本报9月13日讯(通讯员
栾云海 记者 刘腾腾)

男子痴迷赌博输光了家里
的钱，却不思悔改总想着翻
本。竟然花500元雇人假扮父
亲，然后偷出父亲的房产证，
到银行贷款10万元赌博。13

日，因涉嫌诈骗，嫌疑人王某
被警方抓获。

今年 4 5岁的王某是辽
宁人，几年前染上了赌博
的恶习，在输光了家里的

钱后，又丢了工作，最后还
闹得离了婚。但王某仍不
死心，总想着有朝一日能
翻本。没有本钱的王某就
想去银行贷款，可苦于没
有财产可以抵押。去年10月
的一天，王某在大街遇到
一名瓦匠，和自己的父亲
长得很像，他把事情的原
委告诉了瓦匠后，花了5 0 0

元钱雇了瓦匠假扮自己的
父亲。当晚，王某从家里偷

出了父亲的房产证和身份
证后，带着假爹来到银行，
将 父 亲 的 养 老 房 做 了 抵
押，骗了10万元贷款。之后
不久，王某再次将钱输了
个精光。

今年5月，王某的父亲
收到了银行的催款通知，意
识到自己闯了大祸的王某
赶紧收拾东西开溜。9月1 2

日晚，流亭派出所民警在辖
区内清查出租房，清查到一

处出租房时民警上前敲门，
还没等这户人家开门，隔壁
的邻居却突然熄了灯，门上
还从外面上了锁，这引起了
民警的怀疑。敲门没有回应
后，民警翻墙进入院子检
查，从屋里找到了假装休息
的男子。经审问，此人正是
因诈骗被辽宁警方网上追
逃的逃犯。

13日，诈骗犯王某被移
交给辽宁警方。

与人合伙偷车内财物
抗拒抓捕咬伤警察手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马健 通讯员 王丽娜)

男子陈某与人预谋偷一私
家车内的财物，正要开溜时
撞见车主民警朱某。在被抓
捕过程中，陈某对着朱某左

手咬了一口。13日，四方法
院公开审理此案，陈某的行
为构成抢劫罪。

13日上午10点左右，在
四方法院庭审现场，陈某一
开始称是朋友刘某的主意，

自己当时只是出于好奇，去
看车门有没有上锁，并不是
去偷东西。他称，在河南老
家和老婆吵架后跟着朋友
刘某等人来青岛散心，三人
在一小旅馆住下，“身上没
钱花了，刘某说他开锁技术
特别好，说要去偷东西，然
后 我 们 就 一 起 去 找 了 辆
车。”陈某称，刘某当时先用
工具打开车门后放出暗号，
随后他就进入车内。得知自
己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后，陈
某当庭痛哭流涕，称不是故
意咬伤民警。

据了解，5月29日上午11

点左右，陈某等人在四方区
四流南路64号某酒店门口，
看到一辆别克商务车内没
人，刘某上前先用工具将车
门打开，然后背对车门假装
打电话。陈某收到暗号后钻

进车内，发现车内并没有值
钱的东西正要离开，这时车
主朱某回来取车。陈某一看
被发现撒腿就跑，车主朱某
是位警察，出于本能赶紧追
了上去，先用胳膊肘从后面
套住陈某脖子。陈某使劲挣
脱掉朱某后，在追逐过程中
朱某碰到其他民警，最终陈
某被民警合力围堵在一条
胡同里的草屋旁边，但仍抗
拒抓捕，将朱某左手小指咬
伤，后经鉴定为轻微伤。

据四方法院刑事审判
庭副庭长厉建军称，陈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
盗窃行为，为抗拒抓捕而
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微
伤，其行为构成抢劫罪，而
陈某口中的朋友刘某将被
列为在逃人员。此案当日
未当庭宣判。

掀瓦入室触动报警器
躲在墙角被堵个正着

本报9月13日讯(通讯员
李旭东 记者 刘腾腾)
1 1日晚 1 1点 5 0分左右，

一名男子酒后路过一家百
货商店时，壮胆爬上商店
后方厨房屋顶，掀开瓦片
翻入店内，没想到触动了

报警器。意识到店里进贼
的店主和民警一路赶到店
里，将躲在墙角的小贼堵
了个正着。

“当时我都准备休息
了，突然听到手机上的报警
声响个不停，我一看是安装

有红外报警器的店里进了
人。”店主滕女士说，11日晚
上11点50分左右，她在家里
突然听到手机报警铃声响
了起来，连衣服都没来得及
换就赶到位于贮水山路16

号的百货商店里，并在途中
拨打了110报警。五分钟后，
滕女士和民警一同赶到店
门口。“当时我先上前查看
门窗，发现都完好无损，开
门一看屋内的物品被翻得
十分凌乱，但却没看到人。”
滕女士说。

随后，她又穿过百货商
店来到店后面的厨房。一进
厨房，滕女士就发现房顶破
了一个洞，“当时我和民警
一起喊话，但没人回应。”滕
女士赶紧打开厨房的灯，看
到墙角处有一个人坐在地
上。吓了一跳的滕女士赶紧

喊来民警。经询问，原来此
人正是准备窜入百货商店
盗窃的小贼。随后，民警将
小贼押到了派出所。

13日，记者在辽宁路派
出所见到了46岁的嫌疑人
秦某。秦某称，当晚他喝了
七八两白酒路过常去的一
家饺子馆，想到饺子馆的
厨房房顶很底，他决定从
厨房房顶翻入室内，然后
进入百货商店盗窃。成功
在店里找到了 1 0 0多元钱
后，他就打算离开，没想到
刚要走就听到屋外传来了
警笛声，他赶紧躲回厨房
想侥幸“逃过一劫”，没想
到还是被发现了。“当天就
是酒喝多了，要不然我也
没胆量盗窃。”秦某说。

目前，秦某已被警方刑
拘。

理发耳朵被剪出血

游泳教练索赔万元
经调解，获赔1千元理发卡和1千元现金

本报9月13日讯(通
讯员 王军 记者 曹
思扬 ) 游泳教练刘先
生到闽江路一理发店剪
发时被推子推破右耳，
刘先生以不能下水游泳
影响工作为由索赔1万
元，理发店难以接受。12

日，经工商部门调解，理
发店赔偿刘先生1千元
理发卡和1千元现金。

10日，在市南区一
游泳馆担任游泳教练
的市民刘先生到闽江
路上的永琪理发店理
发，理发大约进行了10

分钟，刘先生感到右耳
疼痛，照镜一看右耳耳
廓上部有血流出，理发
师连忙道歉称不小心用
理发推子推破了刘先生
的耳朵，希望刘先生谅
解。刘先生称自己是游
泳教练，每天都要下水
教学员游泳，耳朵受伤
后为防止伤口感染，起
码一周内不能下水，工

作受到影响，刘先生当
场索赔1万元，理发店的
工作人员称可以给予一
定的赔偿，但实在接受
不了如此高额的赔偿
金。刘先生将理发店投
诉到市南工商分局浮山
工商所。

经调查，投诉情况
基本属实，双方的争议
主要在于赔偿金额上。
工商人员指出，根据规
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
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
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
害的权利，因购买、使用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受
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
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
利。虽然消费者有权利
要求经营者做出赔偿，
但赔偿金也要有个限
度。

经调解，12日，双方
达成一致：理发店赔偿
刘先生1千元理发卡和1

千元现金。

偷走苹果手机
换来刑事拘留

本报9月13日讯(通
讯员 王文龙 记者
刘腾腾 ) 赵某陪同学
买手机，顺走店主柜台
上的iPhone 4S，这一幕
被店内的监控拍了个正
着(本报9月13日C08版曾
报道)。店主多次联系赵
某无果，只得报警求助。
12日下午，赵某将手机
送回了手机店，并请求
店主能帮自己求情。

7日下午，赵某陪同
学小冯到李沧区一家手
机店选购手机，看到柜
台上的一部 iPhone 4S

后，他趁店员和同学看
手机时，拿走了 iPhone
4S。店主孟女士从监控
上得知是赵某偷了手机
后，没有立即报警，而是
通过小冯联系赵某，催
促他归还手机，但赵某
否认偷了手机。无奈，孟
女士只得报警。

接到报警后，李沧
警方将赵某列为网上逃
犯进行追逃。经过调查，
民警发现赵某是河北

人，目前在青岛一所高
校读大四。民警赶到赵
某的老家河北沧州时，
并没有发现赵某的踪
迹。12日下午，赵某拨打
了报警电话，称要投案
自首。

在派出所里，面对
民警的讯问，赵某如实
交代了实施盗窃的犯
罪事实。赵某称，自己
平时零用钱并不少，实
施盗窃完全是因为看
到 一 直 想 得 到 的
i P h on e 4S后，一时冲
动起了歹念。案发后他
曾想过将手机送回，但
因害怕难逃刑罚，他在
次日就乘火车逃回了
老家。经过老师和同学
的劝说，在一番激烈的
思想斗争后，赵某最终
决定把手机还给店主。
在将手机归还给孟女
士时，赵某请求孟女士
帮自己向警方求情，但
遭到了拒绝。

目前，赵某已被李
沧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贼胆包天

酒壮贼胆

在法庭上，陈某十分后悔。 马健 摄

秦某在派出所里接受审讯。 刘腾腾 摄

臭臭水水沟沟添添堵堵
13日，在宁夏路与南京路路口靠近一处环卫

站附近，成片的污水流淌在马路边，臭气熏天，路
过行人纷纷捂鼻绕行。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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