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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妻子子深深夜夜点点火火烧烧了了自自家家房房子子
居民猜测因夫妻吵架所致，还好没有殃及四邻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王敏） 10月19日晚
上10点左右，锦绣新城很多居
民已经休息了，这时从锦绣街
7号楼传来急迫的喊声：“着火
啦！”

楼内深夜着火，居民一时
慌乱起来，有人赶紧报了警。
就在此时，一名壮年男子光着

膀子从着火的屋中冲了出来。
火势蔓延很快，已经超过了众
人的扑救能力。

很快，接到报警的三辆消
防车、一辆警车、一辆救护车
赶到了楼下。在消防人员的努
力下，火很快被扑灭，幸好没
有殃及四邻。

对于起火的原因，消防人

员告诉记者，让人想不到的
是，现场询问得知，火竟是这
名男子的妻子点着的。随后，
民警将男子带回了派出所做
笔录。

2 0日上午，记者在锦绣
街7号楼看到，楼内还有前一
天晚上灭火时留下的水迹，
起火的住户家门口堆着烧黑

的木板、箱子、棉被等物，家
里也是一片狼藉，几个人正
在收拾。

据小区居民透露，当天晚
上，这名壮年男子喝了酒，和
妻子大吵了一场，妻子一气之
下离开了家，随后就有人发现
家里起了火。

请程女士领取线索费30元

自自己己家家的的房房子子也也不不能能随随便便烧烧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修渤介绍，该女子的
行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虽
然此次烧着的只有他们自
己的房子，但整栋楼是一个
整体，火灾很可能会蔓延到
其他住户家中，对其他居民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威

胁。还好四邻没有遭受大损
失，否则该女子的行为可能
构成放火罪。

《刑法》规定，放火罪是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罪
名之一，是指故意放火焚烧
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
行为。放火罪是一种故意犯

罪，其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
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
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
的 安 全 。放 火 危 害 公 共 安
全，一般包括三种情况：一
是危及不特定的多数人的
生命、健康的安全；二是危
及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三

是既危及不特定的多数人
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又
危及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李修渤提醒，着急上火
时不要冲动，更不要以为烧
的是自家的东西就无所谓，
因为触犯的可能是《刑法》。

本报记者 王敏

交交警警争争分分夺夺秒秒

护护送送““断断指指男男””到到医医院院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全福
姚微）“手指断了，急需去医
院治疗，请交警帮忙……”17日
9时许，交警接到一市民的求助
电话。市交警一大队民警从山
海路与红旗中路接到载有伤者
的车辆后，一路疾驰，3分钟护
送到烟台山医院。

17日9时22分，市交警一大
队民警张警官和协管员老高正
在山海路与红旗中路交叉处执
勤，突然手台里传来指令：一位
断指患者需要尽快赶往烟台山
医院接受救治，患者乘坐一辆
车牌号为鲁YE99××的黑色

起亚越野车，目前正沿着山海
路由南向北行驶至红旗中路附
近，沿线警力做好接应准备。

张警官接到命令后立刻让
老高变换路口信号灯，火速疏
导路口南侧车流，9时24分，车
牌号为鲁YE99××的黑色起
亚越野车出现在路口南侧，张
警官立刻启动警用摩托车，同
时打开警报，引导该车火速驶
往烟台山医院。

此时，沿线各路口全部绿
灯放行。9时27分，仅3分钟，断
指男子到达烟台山医院，为断
指接活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
间。

争不如让
20日上午9点半左右，在幸福南路与芝罘屯路交叉

口，一辆出租车与一辆踏板摩托车发生刮擦，摩托车主左
腿受伤。旁边一位环卫工介绍，出租车打算右拐，摩托车
是直行，可能是都想着先过。

本报记者 王敏 摄影报道

来来了了奇奇怪怪电电话话，，向向家家长长要要孩孩子子信信息息
芝罘区教体局：可能因部分学生的“大走访”信息没登记全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王敏） 近日，多位中小学
生的家长向本报反映，他们接
到几个奇怪的电话，对方询问
孩子家属的详细住址等信息，
家长反问时，对方却一问三不
知。

学生家长李女士说，她接
到过俩电话，第一个电话对方

自称芝罘区教体局工作人员，
为了进行“大走访”，需要登记
学生家属的姓名、详细住址等
信息。“前些天确实登记过这么
个表格，不过已经交给学校了，
怎么又要？”李女士纳闷道，之
前学校发通知，说为了方便“大
走访”，需要登记孩子的家庭信
息。

过了两天，又一个电话打
来，对方自称学校老师，仍然索
要孩子家属的详细信息。“我就
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俺家孩子
在几年级几班？她一句都说不
上来。”李女士更起了疑，直接
挂了电话。

事后，李女士在家长群里
说起这事，发现其他家长也接

到过这种电话。
记者联系了芝罘区教体

局，信访科一位工作人员说，全
区的中小学前一阵子确实登记
过“大走访”的信息，留有学生
家长的电话、地址等，“可能有
的学生信息没登记全，现在所
有的信息登记工作已经截止
了。”

见见报报当当天天，，河河北北老老兵兵找找到到战战友友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王永军） 20日，本报报道
了河北籍退伍老兵王志刚寻找
烟台战友于欢庆和徐国胜一
事，见报当天，于欢庆看到报道
后和王志刚取得了联系。

“我就是王志刚要找的于
欢庆。”20日上午，于欢庆拨打
本报热线说，看到本报报道，

得知老战友王志刚一直在寻
找他，就迫不及待地打来了电
话。

于欢庆说，他退伍后回
到了福山区，现在在一家企
业上班，看到王志刚寻找他，
特别高兴，当年结下的战友
情都没有忘却，这点很让人
感动。

“我马上就给他打电话。”
于欢庆说，至于战友徐国胜，他
之前一直有联系，但最近几个
月，徐国胜的电话突然间打不
通了，不过应该能找到他，到时
候三个人就齐了。

20日下午，记者再次联系

到王志刚。“找了这么多年，没
想到见报当天就能收获惊喜。”
王志刚说，他特别感激报社，这
么快就帮自己完成了心愿，所
以接到于欢庆的电话还多少有
些意外。

王志刚说，两个人在电话
中聊了很多，得知大家现在过
得都不错，两个人都很开心，等
忙完这段时间，就去烟台和老
战友见面。

“这次还特意交换了QQ号
码。”王志刚说，担心电话会变
更失去联系，两人特意加了QQ

好友，以后在网上也可以随时
联系了。

店外晾着驴肉

被人偷走一大块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芝罘区的薛先生在幸福

十二村附近开了一家驴肉店，每次
杀完驴他都要将新鲜的驴肉挂在
店外面晾一下，三年来从没有出过
问题，可是前几天，一名男子骑着
摩托车在他店外面徘徊了好久，最
后将他晾在店外的一大块驴肉偷
走了，足足有十几斤重。

薛先生说，当天早上他杀完驴
后，将驴肉挂在店外晾着，快到中
午的时候，店里的客人逐渐多了起
来，他就开始忙着招呼客人，没空
留意店外的驴肉，等到晚上收肉的
时候，发现少了一块。

薛先生门前安装了监控摄像
头，他通过监控录像看到，中午12

点半左右，一名男子骑着摩托车经
过，他下车后在店门口徘徊着，不
时过来翻看挂在门外的驴肉，路边
总有人走，他试了好几次也没敢把
肉拿走。之后，他去了旁边一家商
店，从商店里拿了一个塑料袋出
来，随后将一块十几斤重的驴肉装
到了塑料袋里，一边打着电话，一
边将驴肉拿走了，动作很淡定。

薛先生说，这块驴肉值500多
元，虽然不是特别贵重，可这名男
子的行为太可恶了。

新婚夜里招贼

18000元彩礼没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邵爱萍）“刚
刚办完婚礼，家里烟味大，睡觉时
没有关窗。谁想凌晨睡得迷糊时，
看到一根木棍从窗户伸进来把放
彩礼的包挑走了。”10月20日凌晨1

时许，招远市辛庄镇的小刘夫妇在
新婚之夜被人偷走了彩礼。目前，
招远警方正在调查此案。

10月19日是小刘夫妻结婚的
日子，忙碌了一天，很疲惫。晚上
喜宴过后，幸福的小两口就早早
休息了。20日凌晨1时许，小刘被窗
外的一声轻响惊醒，随即看到一
根木棍，正把装有18000余元彩礼
的手提包挑到了窗户口。一番争
夺后，包还是被抢走了，等小刘追
出去，小偷已经跑没影了。

小刘说，由于当日婚宴是在
家里办的，结束时烟酒味道太浓，
睡觉时没有关窗户，追出去时只
见到窗户下放着一张婚宴用的桌
子和一根2米长的棍子。随后，小刘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目前，招远警
方正在调查此案。

民警提醒，尽量不要把贵重
物品或者装有现金的提包放在靠
近窗户或者门口的位置，给小偷
提供方便；睡觉前可以在窗口放
上瓶子或者铃铛等能发出响声的
物品，一旦窃贼碰到这些东西，可
以提早发现。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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