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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手手不不成成一一怒怒吃吃下下安安眠眠药药自自杀杀
亲属上门讨医药费两家大打出手

13个学生宿舍
查出三把刀具

生气离家出走
网吧躲了一天

为逃电子眼
广告挡车牌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史学森 ) 1月13日，德

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在全区组织开
展了清缴校园管制刀具专项行动。
期间共在13个学生宿舍收缴3把管
制刀具。

为切实加强学校管理、维护校
园安全稳定，确保期末期间全区范
围内不发生危害师生安全的重大治
安和刑事案件，德城分局对辖区中
学宿舍去进行清查。清查过程，分局
民警在学校老师带领下来到辖区学
生宿舍区，分别对各年级学生的寝
室进行了全面的突击检查。民警仔
细检查了宿舍内床铺、床柜等各个
死角。期间，共检查了13个中学的学
生宿舍，共收缴管制刀具3把，并对
持有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让学生进
一步明确了携带管制刀具进校园是
一种危害他人安全的违法行为，严
禁携带管制刀具进校园。同时，分局
民警还对宿舍的消防设施、监控设
施等进行了安全检查。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高明 ) 与家人发生了

矛盾，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竟然躲在
网吧上网。12日，消失一天多的苏某
终于在网吧被陵城区警方找到。

12日下午1点多，苏女士来到陵
城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徽王中队称，
弟弟离家出走一天多了一直没有音
讯。民警了解得知，10日下午，苏女
士的弟弟苏某与家人发生争执后，
留书出走。一家人发动所有亲戚找
了一天也没找到他，电话也打不通，
这才报的警。

根据苏女士提供的信息，民警
进行网络检索，发现苏某在陵城区
某网吧登记上机，之后便没有下机
记录，据此，民警推断苏某应该还在
该网吧停留。随后，民警与苏女士一
行驱车前往网吧，果然找到了正在
上网的苏某。原来苏某患有抑郁症，
情绪时常不稳定，目前，苏某已经跟
随家人回家。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张磊
通讯员 滕兆来 ) 夏津男子为逃
避电子眼的抓拍，竟然用一张广告
贴遮挡住车牌，被交警发现后，何某
还百般抵赖。直到看到电子监控录
像后，何某才乖乖认罚。

1月13日下午2时许，夏津县交
警大队民警在县城下洼街巡逻时，
发现一辆灰色“宝来”轿车停靠在某
超市门前，前车牌上有一块四四方
方形状的遮挡物，等走近了一看，原
来是一张印有影星“葛优”头像的广
告贴，正好把车牌上的2个数字挡住
了。民警立即通过喇叭寻找轿车主
人，一名中年男子很快从超市里跑
了出来，说轿车是他的。而对遮挡号
牌的事儿，该男子却显得很无辜，说
自己不知道，可能是中午在饭店吃
饭时被保险公司的营销人员贴上去
的。

交警发现该广告贴有些陈旧，
不像是刚贴上去的；而且小广告一
般被贴在轿车前后玻璃上或者车门
把手处，为何偏偏贴在了车牌上？随
后民警通过调取沿途的电子监控，
得知该车在早晨进县城以前就遮挡
住了号牌。铁证面前，男子只好承认
刚才说谎。交警令其揭掉广告贴后，
依法给予罚款200元、扣驾照12分的
处罚。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李光明 陈
兰) 孙女士和张先生相处了
一年的时间，久而久之，孙女
士觉得两个人并不适合，于是
提出了分手，但张先生一直想
挽回这段感情，几次挽回无果
后吃下了几十片安眠药，所幸
发现及时，没有造成生命危
险。看到自己的儿子住了院，1
月13日，张先生的父亲带着几
个人找到孙女士家中要求赔
偿，双方一直争执不下，大打
出手。

今年24岁的孙女士在禹

城一工厂上班，经同事介绍认
识了相邻企业的张先生，两个
人相识后，很快就确定了恋爱
关系，随着交往的深入，孙女
士发现张先生有赌博的毛病，
但碍于同事的面子一直没有
提出分手的要求，直到2014
年12月21日，张先生赌博，一
晚上输了几百元钱，这让孙女
士非常恼火。迫于无奈，孙女
士提出了分手，然而张先生却
始终不答应，张先生还多次去
孙女士的工厂内闹事，孙女士
一时忍受不了就从工厂辞了
职。得知女友辞职后，张先生

就回了临邑老家，回到家中多
次拨打孙女士的电话，却一直
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12月
底，张先生从临邑回到禹城到
孙女士家找她，还被女孩的父
亲骂了一顿。当天晚上回到临
邑，和几个朋友喝了点酒，一
时想不开就吃下了几十片安
眠药，幸好被外出回家的父亲
发现，及时送到了医院，没有
造成生命危险。

看到自己的孩子心情低
落喝药住院，张先生的父亲
认为导致儿子吃药自杀的原
因是孙女士的无理取闹，考

虑到儿子住院花了1万多元，
张先生的父亲认为应该由女
孩的家中做出赔偿，1月 1 3
日，张先生的父亲带着几个
人找到女孩孙女士的家中。
两家为赔偿的问题一直争执
不下，期间张先生的父亲还对
孙女士的父亲进行推搡，借着
人多还对孙女士的父亲大打
出手。

无奈之下，孙女士的父
亲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及
时制止了双方的争执，经过
民警的协调，双方同意协商
解决。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张磊 通讯员 张文宠 李
诚 ) 只要交不到一万块钱，
不用参加任何学习和考试，
两个月就可以将驾驶证C1增
驾到B2，这种“好事”就发生
在了驾驶员刘某超身上，但
让他没想到的是，图省事得
到的“驾驶证”将让他面临拘
留处罚。

近日，齐河交警在齐河晏
贾路王辛收费站发现一辆重

型货车超宽超高，遂要求其停
车接受检查。当民警查看驾驶
员刘某超的驾驶证时，发现证
件的颜色和字体有异样，有伪
造嫌疑，于是通过公安网络信
息平台调取了刘某超的驾驶
证信息，一查果真有问题。信
息平台显示刘某超的准驾车
型仅为C1，而他出示的驾驶证
却是B2。民警便依法将车辆扣
留，并将刘某超带回中队继续
调查。

据刘某超供述，驾驶证
是自己花了不到一万元钱找
一个熟人帮忙代办的，自己
并不知道是假证。原来，2014
年春节过后，刘某超想到一
家大型车辆运输公司上班，
但是自己的C1驾驶证不能驾
驶大型车辆，于是他又找到
了 经 常 帮 他 审 车 的 熟 人 李
某，当时给了李某不到一万
元钱。四月初，李某说要办B2
证必须先把C1证收回，于是

刘某超便将C1证给了李某，
没过两天，李某就将办好的
B2证交给了刘某超。期间，刘
某超没有参加任何学习和考
试。坐在询问室里的刘某超
后悔不已，出事之后，办证的
李某也已联系不上。

据办案民警介绍，刘某超
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
和准驾车型不符两项严重违
法，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罚
款4000元的处罚。

这个驾驶员太贪图省事

只只交交钱钱不不考考试试就就想想把把CC11变变BB22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杜
彩霞 通讯员 董阳 ) 在德
州买了车，为了挂德州牌照，
竟然骗领居住证。近日，王某
因虚构居住事实，骗领居住证
被罚500元。

2014年11月19日，21岁的
王某来到德城分局于官屯派
出所办理居住证。“他当时携
带了所有的证件，有他的身份
证复印件，房东的身份证复印
件，租房合同等相关的资料，
手续都齐全，要求办理居住
证。”民警说，但是办理居住证
要在递交申请后三天内进行
走访调查，走访过程中民警发
现，王某并没有在提供的租住

地居住。
随后，民警多次与王某取

得联系并要求他前来说明情
况，但王某均以多种理由推
脱。终于，近日王某再次来到
派出所。根据王某供述，他承
认自己想要骗取居住证，原因
是在德州购买了一辆汽车，为
了在德州挂牌，所以虚构了在
德城区居住的实施，想要骗领
居住证。

据民警介绍，王某的行为
违反了《山东省流动人口管理
办法》，于是对其作出行政罚
款500元的处罚决定。据了解，
此次骗取居住证案件在德城
区尚属首例。

为挂牌照骗领居住证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杜
彩霞 通讯员 卢栋) 因为
盗窃被判入狱一年多，刚刚出
狱不到一个月再次作案却被
捉个现行。1月6日晚，夏津的
张某因为盗窃摩托车被夏津
警方抓个正着，原来张某曾一
度带着孩子偷盗。

1月6日晚9时许，夏津县
开发区一市民报警称，自己
的摩托车转眼间“不见了”。
根据当事人的描述，特巡警
大队民警在小区周围展开调
查，在距离小区1500米的地
方发现一男子推车行走，并
自称喝了酒所以不骑车。但
摩托车与失主描述的摩托车

极为相似，经失主辨认正是
他丢失的摩托车。

原来，推车的男子姓张，
夏津人。自己抚养一个儿子，
没有工作好吃懒做的张某竟
然带着八岁的儿子盗窃。
2013年张某因盗窃罪被判
刑，年幼的儿子被送到福利
院。2014年12月17日张某出
狱，还没和许久未见面的儿
子相逢又再次被抓。而对于
自己的行为张某只说，“我只
是喝了酒，心里堵得慌才这
么做的。”与儿子分别近两
年，下一次再次相见更不知
何时。目前，张某已被夏津警
方刑事拘留。

刚出狱带着孩子偷车

东方红路与解放大道路口邻近步行街、观湖城等商业区，
泊车压力巨大。13日，一辆小型货车正好堵在路口，影响车辆
通行。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专堵路口
11日14时许，在夏津县新汽车站西邻，一辆停放的半挂货

车起火，消防员迅速出水灭火并阻截火势蔓延。起火原因正在
调查之中。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杜长青 摄影报道

半挂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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