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狗狗窝窝起起火火烤烤坏坏附附近近三三辆辆车车
由于是人为事故，保险公司不给赔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 1日凌晨零点，
福山区文昌街一居民楼前的小
广场着了火。2日，记者了解到，
被烧的是好心居民给流浪狗搭
建在广场上的狗窝，有3辆停在
附近的车因这场火被烤坏。居
民们说，狗狗常在晚上叫唤，怀
疑有人因其扰民而故意泼汽油
纵了火。

2日下午，记者出事现场
时，三辆被烤坏的车已被各自
车主拉走修理，只剩下一面被
熏得乌黑的墙和一堆被烧塌的
木头。一条后肢缺失的大黄狗
正趴在木头附近，无精打采地

晒太阳。
据居民孙先生介绍，这场

火是在 1日凌晨零点烧起来
的。当时孙先生正在家中休
息，突然听到邻居喊他，“说
停在楼下的车着火了，我赶紧
爬起来往下跑。”孙先生说，
他跑下楼的时候火已经很大
了，着火的是广场墙角的狗
窝。因为他和两个邻居的车就
停在狗窝附近，车头对着着火
的位置，在高温烘烤下，车灯
和车前塑料制的地方都被烤
化了。

“我们赶紧把车挪走了，再
烤下去里面的线路就被引燃

了。”孙先生说，被殃及的这三
辆车是两辆轿车和一辆面包
车，老小区无停车场，大家就把
车停在广场，没想到会遇上这
种事。

据另一位姓王的居民介
绍说，被烧的狗窝就是那条断
腿大黄狗的。附近有居民可怜
它，给它在广场上搭建了个
窝，还拿来旧棉被铺着。“可
能是伤口经常疼，这条狗晚上
老叫唤，广场旁边都是居民
区，挺扰民的。”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居民说，不少人都对
广场上的这个狗窝有意见，认
为就算可怜小狗也应该在远

离居民区的地方盖，不应该离
居民楼这么近。

孙先生说，他们怀疑有人
因狗狗扰民，才趁着晚上给狗
窝泼了汽油点了火。但距离广
场最近的一个监控坏了，居民
们也不知道是谁使坏干的这
件事。“车刚开了两年，有保
险。但这次事故是人为的，保
险公司不给赔，我自己找的熟
人修车，还得花一万多。”孙
先生说。

目前，居民们已就此事报
了警，派出所正在对该事件做
进一步调查。
（请孙先生领取30元线索费）

信信号号灯灯坏坏了了，，司司机机不不知知咋咋走走了了
交警说，已经登记备案，尽快维修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于飞 ) “路口红绿灯
坏了，到了路口不知是该停
还 是 该 走 ，太 不 方 便 了 。”2

日，市民李先生拨打本报热
线，说红旗东路和观海路交
叉路口，自南向北方向上的
信号灯坏了，不显示红绿状
态。

2日，市民李先生通过本报
热线，告诉记者，红旗东路和观
海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坏
了两天了，一直没有人维修，他
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总是提心
吊胆，不知道该停还是该走。

“前一天坏了，以为马上就能修
好呢，这又过了一天了，还没
修。”李先生说，他到路口时，看

到前面的车过他就过，自己完
全不知道该如何辨别信号灯状
态。

2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
到自南向北方向直行的信号
灯确实坏了，不显示红绿状
态。据周边的商铺店主介绍，
这里的信号灯坏了已经有几
天时间了。

随后，记者咨询交警部
门，民警告诉记者此处信号
灯已经登记备案了，工作人
员会尽快进行维修的。民警
提醒驾驶员，在信号灯不显
示的情况下，市民驾车通过
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
行，避免因争道抢行发生交
通事故。

一一夜夜之之间间，，小小区区十十多多辆辆车车遭遭喷喷漆漆
居民怀疑是物业所为，物业感觉很冤枉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宋佳 ) 2日，莱山区莱山
镇河北村正农小区不少业主
的私家车或是被喷漆，或是被
割胎放气，或是被卸了轮胎，
不少业主怀疑是物业所为，物
业感觉冤枉。现莱山镇派出所
对此事已经进行调查。

2日，市民姜先生拨打本
报热线求助，他告诉记者，1日

他和妻子回莱山区莱山镇河
北村正农小区去探望丈母娘，
结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黑
色车的车前门、挡风玻璃上被
喷上白色漆，写着些不文明用
语。

“从丈母娘住的单元楼到
小区出口10多辆私家车被喷
漆。”姜先生说，这些车辆都
有一个共同点，没有停到停车

位内，或者有的只停了一半，
而且这绝对不是醉汉所为。

“ 黑 色 、红 色 的 车 喷 白 色 的
漆，银色或是白色车喷黄色的
漆。”姜先生分析说，这批业
主有的共同点是，“都没有交
物业费，或者是欠费，说不定
就是物业干的。”但是物业的
负责人感觉很冤枉，他认为，不
可能是物业的行为，至于为何

私家车被破坏的业主都有共同
点时，对方认为这确实说不清
楚。

对于正农小区的情况，记
者从莱山镇派出所了解到，确
实存在小区业主私家车被不同
程度的损害，一早晨出警三趟，
有时一趟能办多起案子，由于
被损害的车辆没有在监控范围
内，难以查证。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孙健 ) “请帮我好好感谢48路

驾驶员张宝兴师傅，我们的社会
需要这样的正能量，需要这样的
好人。”2日，市民宋军福拨打本报
热线，托付记者向拾金不昧的公
交车司机张宝兴表达自己的感激
之情。

2日，宋军福和朋友们约好去
芝罘岛爬山游玩，因为担心停车
不便，他便将自己的车停在半路，
跟女儿一起乘坐公交车到达终
点，跟朋友们碰头。

“我当时背了两个包，一个随
身背包一个相机包，因为下车时
我接了个电话，便顺手把背包放
在了公交车座位上，带着相机包
就下了车。”宋军福说，由于粗心
大意，直到到达山脚下，他和女儿
也没有发现随身的背包忘在了车
上。

直到跟朋友们碰了头要爬山
的时候，宋军福才陡然发现自己
的随身小包不见了。“当时吓了一
身的冷汗，包里有1000多块的现
金、身份证、银行卡、加油卡、驾驶
证、两辆车的钥匙和行驶证，几乎
可以说我的身家性命都在包里
了，如果丢了包，接下来的麻烦都
不可想象。”宋军福告诉记者，他
当时只希望能把重要的证件找回
来，“现金、加油卡什么的丢了都
好说，证件就难办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宋军福
回到48路终点站，从调度人员口中
得知，他的包找到了，驾驶员张宝
兴师傅在打扫车内卫生的时候发
现了背包，当时乘客们都已走远，
张宝兴便把背包上交给了路队
长。

随后宋军福在公交集团第二
汽车公司找到了自己的背包，“什
么都不少，当时真是太激动了！”

看着背包失而复得，宋军福
拨打本报热线，再三嘱咐记者好
好表扬下拾金不昧的驾驶员张宝
兴师傅，“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
事，应该让全社会知道。”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张倩倩) 2月28日，莱阳王女士匆
匆忙忙坐上K1130次火车从烟台回
莱阳，不料把自己的新手机落在了
火车站。当烟台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通过桃村站乘务员找到她时，她才
知道自己刚买的苹果5S手机丢了。

“感觉自己特别幸运，火车站工作
人员真是太敬业了。”王女士感慨
道。

2月28日下午3点15分，烟台到
莱阳的K1130次火车已经发车。大
约3点半，烟台火车站候车厅的工
作人员捡到一个未开封的苹果5S

手机，并交到了票房办公室。办公
室徐主任介绍，他们起初以为是个
空盒子，仔细一看未开封，才知道
有乘客丢了刚买的手机。

之后，徐主任就通过售票系统
和监控录像确定是一位叫王海霞、
身穿枣红色衣服的乘客丢的，但是
她已经在回莱阳的车上。“这趟车
的乘务员没有联系上，有的乘务员
今天还休班。”

于是，徐主任通过桃村站的工
作人员寻找失主。火车16点2分到
达桃村站，由于车上人不多，王海
霞并不是按照车票上的座位就坐，
所以乘务员找了好一会才找到她。

“她刚开始说自己没丢东西，
乘务员让她打开包看看时才知道
自己的手机丢了。”徐主任说，之后
王女士联系了她在烟台的弟弟，并
让他把手机领走。

坐车出去玩

粗心丢了包

粗心人上了火车

还不知手机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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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宋佳) 2日上午10点，
在烟台市火车站附近上演“疯
狂赛车”。一辆黑车为逃避烟
台市运管处港站客运管理所
执法者的检查加速逃窜，执法
人员抓住雨刷果断趴在车前，
被拖行300多米时雨刷折断坠
地被甩出几米远，当场昏迷，
肇事者趁机调头逃窜，现在派
出所已锁定犯罪嫌疑人。

2日，在烟台市火车站附
近，烟台市运管处港站客运管
理所执勤人员高业丰和袁朋
在执勤时看到，一名男子正在
将3名学生的行李搬到面包车
上。多年来的打黑经验告诉他
们，这辆面包车可能是辆黑
车。

高业丰和袁朋向这辆面包
车走近，司机见状忙将学生的
行李从车上搬下来。“走到车跟
前看到车内还有3人。”袁朋介
绍，初步确定是黑车，同事高业
丰负责盘问离开面包车的学
生，他坐到副驾驶以防司机逃
跑。

看到一位执法者离开，司
机与同伙拖拽坐在副驾驶的袁

朋，百米外正在了解情况的高
业丰见状后赶忙奔跑返回。黑
车车主在同伙的帮助下，冲上
车欲离开火车站。

情急下，高业丰用身体挡
在车前，气急败坏的黑车司机
踩着油门加速行驶，欲冲出一
条路，但是高业丰紧紧抓住车
前方的雨刷，一只脚踩在面包
车前面的保险杠，一只脚悬
空，就这样被拖行300多米，据
目击者介绍，最高时速约有60

公里。
突然，高业丰左手紧抓的

雨刷断裂，担心被快速行驶的
面包车碾压，他虽然紧急做出
左翻滚的动作，但仍然被甩出
三四米远，当场昏厥。

一位目击者拨打了120急
救电话，高业丰被紧急送往烟
台山医院。躺在医院的急救病
床上的他逐渐恢复意识。“雨刷
断的瞬间就知道糟了，然后就
啥也不知道了。”高业丰说。

烟台山医院的医护人员要
清醒后的高业丰自己慢慢活动
一下肢体确认是否骨折，在同
事的陪同下，高业丰进行了相
关检查。值得庆幸的是，暂未发

现颅内、关节有异样，只是皮外
伤。

“真是太佩服他遇到不法
分子时的勇气。”烟台山医院一
位医护人员得知此事后评价
说，可谓是‘铁骨铮铮’，一方面
是形容他的行为，一方面形容
他的身体。

中午11点多，记者在站前
派出所见到高业丰，他正半倚

在座椅上闭目休息，左手多处
擦伤，深的地方可以看到白色
的组织。另一边，烟台市运管处
港站客运管理所所长高廷峰正
在与站前派出所民警讲述事情
经过。

站前派出所了解情况后积
极配合，经系统查询，已经锁定
犯罪嫌疑人周某某，今年50岁，
现已立案侦查。

上上街街查查黑黑车车，，却却被被拖拖出出330000米米
执法者当场昏迷，派出所介入，现已锁定犯罪嫌疑人

高业丰的手部受到擦伤，衣服也有些地方被撕碎。
本报见习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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