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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德 州 <<<<

一件小争执带来终生悔恨

1199岁岁夺夺人人性性命命潜潜逃逃2222年年
盗割通信电缆
全当废品卖了

脚手架上推搡
动手厮打致瘫

今年，齐河农商银行通
过构建多元化服务，将文明
规范化服务体系引向新层
次。通过重点发展基层网点，
深入调研当地民情和适合农
村群众的服务方式及语言，
针对农村客户，邀请专业人
士和心理专家对规范化服务
进行指点，提高一线员工服
务技能。为科学评价网点规
范化服务质量，按季对网点
考核评价、实施支行行长轮
值大堂经理及微笑服务明星
评选制度，并由暗访人员在
村庄客户中随机抽查摸底评
价基层人员服务行为，通过
奖优罚劣，促进全县规范化
服务质量的改善和服务水平
的提高。

(张河山 高茜)

齐河农商行

力促文明服务再升级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
讯员 赵琳) 上班闲暇之余几个小伙
子打起了通讯电缆的主意。自去年3月
末几人盗窃电缆当废品卖掉。近日宁津
警方将这一团伙五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去年3月份宁津县相衙镇、大曹
镇、刘营伍乡的多家联通营业厅辖区
的通讯电缆被盗割，损失高达20余万
元。随后，警方又连续接到多起通讯电
缆被盗的报案，2014年5月4日清晨，宁
津县刘营伍乡联通营业厅连续接到几
个投诉电话，工作人员随即沿着信号
输出线进行巡查，发现辖区约有150米
左右电缆被盗。

通过大量的工作，宁津警方确定
朱某等六人就是盗割电缆系列案件的
嫌疑人。6月4日，当嫌疑车辆再次出现
在德州市陵城区境内时，民警当场将
朱某等四名嫌疑人抓获。2015年1月15

日，宁津警方在天津将团伙中最后一
名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

据了解，王某等五人均有本职工
作，但工作闲暇之余竟然想到偷通讯
电缆赚钱。“他们偷的通讯电缆几十元
一米，几次下来价值达20余万元。而他
们再卖掉时则按照废品价格，一次下
来每人能分到几百元。”民警介绍，目
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马连洛) 夏津的于某与同
村村民张某一起砌墙，由于于某的一
声嘲笑，被张某推下支架，导致全身瘫
痪。

去年9月1日，夏津县雷集镇大张
村张某、于某二人为同村的张某燕砌
库房的南墙。二人站在搭起的两米多
高的简易脚手架上。在砌到接缝处时，
张某用瓦刀敲砖头时，在脚手架边上
的于某嘲笑张某动作笨拙，张某被激
怒，二人发生口角，进而开始动手厮
打。

在互相推搡的过程中，二人从墙
头两米多高的支架上跌落，均头部着
地。张某头部受轻微伤，于某颈髓受
伤，全身颈部以下无知觉。后经法医鉴
定属重伤一级。随后两家决定私下协
商解决，但是协商近半年一直没有达
成共识，于是于某家人近日报了警。

现张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本报1月25日讯 (记
者 杜彩霞) 1993年4
月8日，这一天开始武城
县甲马营镇花园屯村的
钱某水和胡某昌两家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钱某
水和胡某昌因为两锨土
发生纠纷，胡某昌持枪
将钱某水打死，随后潜
逃。2015年1月24日，武
城警方将潜逃22年之久
的胡某昌从黑龙江押回
德州。

1月24日，武城警方
将年近中年的胡某昌从
黑龙江押回武城。1993
年4月8日，武城县花园
屯村村民义务修路，胡
某昌和同村的钱某水二
人所分的路段紧挨着。

“我当时就多掘了两锨，
土就掉到他的坑里去
了。”胡某昌说，气不过
的钱某水便与胡某昌发
生了争执。

“他当时说下午要
收拾我，我吓得没敢回
家，就去了亲戚家。”胡
某昌说，在亲戚家看到
了一把土枪，为了吓唬
钱某水，胡某昌就带上
土枪到地里干活。“下午
到了之后他看见我就骂
我，然后我见他想拿铁
锹打我，于是拿出了准
备好的枪，端起来后就
打响了，我也不知道打
到哪里。”胡某昌说，打
完后太害怕，于是就跑
了，那一年他19岁。

“我当时就在现场，
听到枪声还以为是轮胎
爆了。就看见我弟弟躺
在 地 上 ，肚 子 上 都 是
血。”钱某水的哥哥钱某
海回忆，钱某水被送往
医院后不治身亡。胡某
昌出逃后，他的家人便
搬离了武城，钱某水一
家也自此生活在阴霾和

痛苦中。
24日下午，记者见

到了胡某昌，“很后悔，
每晚都做噩梦，真希望
每天早上醒来自己杀人
的那件事就是一个梦。”
胡某昌说，在外的这些
年即使已经改名换姓，
胡某昌还是不敢出现在
人多繁华的地方，他在
黑龙江鸡东县的一个村
子里打零工，也结婚生
子。但他从不敢对妻子
孩子说出自己真实的身
份。

案发后，民警奔赴
全国各地追逃，辗转十
余地市，行程几万余公
里。2014年年底，警方得
到信息，判定黑龙江省
鸡东县市东海村的李春
芳正是胡某昌，2015年1
月8日民警赶往鸡东县
将潜逃22年的胡某昌抓
获归案。

潜逃22年的胡某昌被押解回德州。
杜彩霞 摄

1月21日下午，滨河东路三八路段附近匝道限高杆被撞倒，周围散落大量玻璃碎渣及混凝土石块。
直属二大队民警赶忙清理障碍，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陈敏 摄影报道谁干的

本报1月25日讯 (记
者 张磊 通讯员 滕
兆来) 1月25日上午9时
许，在省道254线夏津县
开发区路段，一辆由南
向北行驶的大货车右后
侧 轮 胎 突 然 被 甩 掉 飞
出，车轮滚滚迅速冲向
路边正在加气站加气的
一辆小轿车，将小轿车
的左侧车门撞出一个大
坑。小轿车车主陈先生
与大货车司机刘师傅在

赔偿费方面无法达成一
致，最后只得向交警大
队事故科报警。

据陈先生讲，当时他
正在加气站给自己的汽
车加气，突然一旁的工作
人员“啊”了一声，还没等
他反应过来，只见一个黑
乎乎的东西从公路那边
飞了过来，“哐”地一声撞
在了车门子上，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只大货车的轮
胎，轮胎被车门反弹后，又

滚到了公路中央，被隔离
护栏挡了一下后，才停了
下来，平倒在路面上。“幸
亏我当时正站在车的右
侧，要是撞到我的腿上非
得给我撞折腿不可！陈先
生心有余悸地说。据大货
车司机刘师傅说，他当时
拉了一车煤正在正常行
驶，忽然感到车身一晃，顿
觉不妙，赶忙靠边停车查
看，发现是自己的轮胎“不
翼而飞”。当陈先生走过来

和他理论时，他赶紧赔礼
道歉，并答应补偿陈先生，
但二人在数额上存在很
大分歧，最后陈先生只好
报警。民警经过勘查现场，
发现赵师傅的大货车由
于长时间的磨损，导致轮
毂中的螺丝断裂，进而轮
胎被抛出，所以认为赵师
傅对这次事故应负完全
责任，经调解，由赵师傅赔
偿陈先生2000元作为车辆
维修费用。

货车“飞轮”撞坏轿车门

本报1月25日讯 (记
者 李榕 通讯员 苗
丛丛 ) 一月份以来，乐
陵市郑店镇郑店街上连
续发生3起商铺被盗案
件。近日，在巡逻途中，
警民合力将犯罪嫌疑人
抓了个现行，出乎意料
的是该盗贼不但是个女
贼，还是“二进宫”。

李某是乐陵市郑店
镇北街人，经营着一家小
商铺，1月11日下午有事外
出，商铺门没关就离开了，
回来后发现后院内自己
及母亲卧室均被翻得乱
七八糟。正在周边巡逻的
民警接到报警立即与李
某等人会合，李某称在自
家监控上看到是一名穿

黑白条格的中年妇女，带
口罩，骑着一辆蓝色电动
车。根据李某的描述，民警
一路追击，在郑店镇东街
上将该女子抓获，并当场
在其身上搜出现金3000余
元。

经审讯，嫌疑人张某
今年35岁，有一个9岁大的
女儿，但是从2010年其公

公患脑血栓瘫痪在床，打
针吃药花光了家里所有
的积蓄，仅靠丈夫的工资
已经不能满足一家老小
的吃穿，2012年冬天萌生
了偷窃的念头，一开始还
惶惶不安，可是时间久了，
次数多了就完全忘记害
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家庭拮据竟靠偷盗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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