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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凌晨晨，，醉醉司司机机撞撞伤伤环环卫卫工工夫夫妻妻
肇事逃逸还找人顶包，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

环卫工夫妻被撞

3月5日凌晨不到4点，53岁
的环卫工李风华跟妻子孔繁菊
像往常一样起了床，早早来到
自己负责的路段开始清扫作
业。

李风华说，时间大约在5点
35分，意外发生了。“直接撞了
过来，先撞上了我们前面的电
动三轮车，然后撞了过来，把我
撞出了五六米远，手上、脸上全
是血。”李风华说，他的妻子孔
繁菊的情况比他更严重，“肋骨
断了四根，左耳朵都快被撞掉
了，同样是一脸的血。”

事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显
示，被撞的电动三轮车在撞击
中碎成了四段，办案民警说，幸

亏是这辆三轮车起了缓冲作
用，不然，李风华两口子的伤势
恐怕还要严重，甚至有生命危
险。

至今让李风华耿耿于怀的
是，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虽然
曾下车查看，但只是看了一眼，
没有报警，也没有对他们施救，
开车走了。

顶包司机被识破

经过事发处的市民报了
警，拨打了120，急救车赶来将
李风华夫妻拉到医院救治。

槐荫交警大队交通肇事处
理中队中队长张风礼说，就在
民警在现场进行调查时，一名
林姓中年男子来到现场，自称
是肇事车的驾驶员。

“让他出示驾驶证、行车证
时，他支支吾吾，神情紧张，说
是没带。”张风礼说，这时，李风
华的同事来到了现场，带着林
某到医院去让李风华辨认。

“我一看根本不是肇事的
司机，那个司机比他胖。”李风
华说，来人明显不是肇事司机。

林某见李风华夫妻伤势严
重，加上听民警说肇事逃逸不
光赔钱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感
觉事态严重，当场向民警承认
自己不是肇事司机，而是来替
朋友顶包，并说出了肇事司机
陈某的住址和电话。

肇事司机喝了四瓶啤酒

“打通陈某电话，他一直拒
绝到案自首。”张风礼说，到了

当天的10点左右，陈某才找到
交警接受处理。

“过去了那么长时间，陈某
到中队时还是满嘴酒气，经过
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醉驾，医务
人员抽取了他的血液样本进行
酒精含量测试，属于醉酒驾
驶。”张风礼说。经审讯，陈某承
认因为心情郁闷在开车前喝了
四瓶啤酒。

目前，伤势较轻的李风华
已经出院，而妻子孔繁菊还要
继续住院治疗，突如其来的事
故将夫妻俩平静的生活打破
了。

据槐荫交警大队民警介
绍，陈某醉酒驾驶机动车，在肇
事后非但没有施救，而且逃逸，
其行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
对他立案侦办。

40吨槽罐车与轿车追尾，多部门联合紧急施救

四四小小时时排排险险，，处处置置泄泄漏漏危危化化车车
本报菏泽3月19日讯（记者

邓兴宇 通讯员 乔水法）
18日晚，在东明县城区五四

路与黄河路交会处，一辆装载
40吨甲基叔丁基醚的槽罐车与
一辆轿车发生追尾，罐车内的
液体发生泄漏，东明县公安、安
监、消防、交警等部门紧张奋战
四小时成功排除险情，未造成
人员伤亡。

18日22时许，东明县消防
大队接到报警称，一辆危化品
槽车与一辆轿车发生追尾泄
漏，请求消防部门立即处置。接
警后，东明县消防大队立即启
动危化品处置应急预案，调派
石化中队第一时间出动两辆重
型消防车、一辆抢险救援车和
10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同时
调集两辆大功率消防水罐车、
六名官兵和专职消防队两辆水
罐车、七名队员进行增援。

到达现场后，消防官兵明
显感觉到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
气味，一辆轿车车头部位扎进
槽罐车尾部已严重变形，所幸
无人员被困。从现场槽车司机
处了解到，槽车所载40吨甲基

叔丁基醚，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了解现场情况后，攻坚组查

明槽车泄漏点，供水组稀释空气
中有毒气体。以消防大队水枪为
掩护，对事故槽车进行倒罐处

置。十分钟后，倒罐车到达现
场，消防官兵佩戴呼吸器在槽
罐车两侧架设水枪对空气中有
毒气体进行稀释。19日凌晨1时
20分，近40吨甲基叔丁基醚液

体全部倒罐完毕，消防官兵对
事故现场泄漏区域利用清水进
行稀释，防止灾害事故发生。

凌晨2时，槽车追尾泄漏事
故成功处置完毕。

贩卖冰毒超一斤

一男子被判死缓

老太回娘家迷路

流浪三天得帮助

本报临沂3月19日讯（记者
高祥 通讯员 郝建明 谭洪
存） 因为沿途路面硬化、有些村
庄正在拆迁改造，莒县一位老太
回娘家时迷路，流浪3天到了沂水
县城，民警费了一番周折才查到
老太的住址。3月17日下午，这名
患有轻微老年痴呆症的老太被民
警开车送回了家。

3月17日9时许，一位衣着单
薄的老太太孤身一人，在沂水县
城区一家宾馆附近来回徘徊，满
脸迷茫。接到市民报警后，沂水特
巡警大队三中队民警赶到现场，
和老人沟通，发现老人言辞含混，
交流很困难。经过民警耐心细致
安慰，老人情绪逐渐平静，老人告
诉民警她叫孙立荣，家住日照市
莒县果庄镇。民警通过公安平台
进行查询，先后找到多个同名人，
经比对照片，确认老人的家应该
在莒县果庄镇魏家海坡村。

民警开车带着老人来到海坡
村，找到了孙立荣老人的丈夫张
老汉。看到民警将孙立荣送回家
中，张老汉抱住妻子，激动得哽咽
起来。经了解，孙立荣今年62岁，
有点儿智力障碍，并且患有轻微
的老年痴呆症，娘家在沂水县许
家湖镇后龙家庄村，从魏家海坡
村到其娘家大约有七公里。孙立
荣上次回娘家大约在两年前，3天
前再次回娘家，没想到沿途路面
硬化加上附近村庄拆迁改造，老
人迷了路，流浪到了县城。幸亏得
到民警帮助，老人才平安回家。

本报枣庄3月19日讯（记者
李泳君 通讯员 魏大为 刘

睿） 近日枣庄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一起毒品犯罪案件，一男
子贩卖毒品超过一斤，被判处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从2008年至
2014年，枣庄毒品犯罪案件持续
增长，七年间共有15名未成年人、
11名女性因从事毒品犯罪活动被
判刑。

据了解，枣庄中院公开审理
的案件中，一名绰号“阿伟”的男
子，2009年6月至2011年5月，在广
州多次从丁某（已判刑）等处购买
冰毒，贩卖给张某（已判刑），共计
536 . 69克，获利8000余元。

经调查，该男子姓周，1982年
10月17日出生于安徽。经法院审
理查明，认定被告人周某犯贩卖
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据介绍，枣庄市毒品犯罪案
件数量持续增长。全市法院审结
毒品犯罪案件数、判决的犯罪分
子数分别从2008年的7件、27人，
增至2014年的44件、78人，分别增
长5 . 29倍、1 . 89倍。

枣庄毒品犯罪多发地相对集
中，主要在滕州、市中、薛城等地，
犯罪主体日趋多元化。2008年至
2014年，全市法院共判处毒品犯
罪分子301人，其中无业人员169

人，农民82人，工人16人，职员2

人，其他人员32人。七年间，未成
年人、女性从事毒品犯罪的数量
分别为15人，11人。涉案毒品类型
众多，其中冰毒等化学合成毒品
居多，另有麻古、K粉等混合型、
新类型的化学合成毒品。

送送朋朋友友回回家家，，调调头头时时撞撞死死朋朋友友
喝多了开车酿惨祸，肇事者和死者是酒友

凌晨5点多钟，济南经一纬六高架桥下，一对环卫工夫妻正在清扫路面。突然，一辆轿车冲了过来，把两人撞倒在
地。这是发生在十多天前的一幕，撞倒环卫工后，肇事司机逃逸，并安排一个朋友顶包。几个小时后事情败露，肇事司司
机被查出涉嫌醉酒驾驶。3月19日，济南市槐荫交警通报了这一案件。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戴杰

本报烟台3月19日讯（记
者 柳斌 通讯员 潘佳 姜
善铭） 近日，蓬莱市刘家沟镇
一村民李某被发现命丧自家门
口，警方调查发现，死者是被人
撞死的，而肇事者竟然是死者
的同桌酒友。

3月14日6时许，蓬莱市公
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
案，称在刘家沟镇某村发现一
名男性尸体，疑似车祸事故。

“通过现场痕迹认定为肇
事逃逸事故。”蓬莱交警大队事
故中队民警说，死者躺的位置
正是他的家门口。

调查中，民警调取了3月13
日17时至14日凌晨的监控录

像，发现3月13日晚上8点20分，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事故现场，
几分钟后轿车副驾驶位置上的
男子下车，在车的右侧指挥驾
驶员倒车，谁料轿车竟直接右
转将男子撞倒在地。随后，驾驶
员下车，走到被撞男子前对其
胸口进行多次敲击并搬动男
子，发现男子一直没有反应后，
驾驶员驾车离去。由于天黑过
往行人较少，直到第二天早上，
死者刘某才被人发现。

民警通过现场监控录像分
析，将肇事车辆特征锁定为老
款别克轿车，但由于事发夜晚，
无法看清肇事车辆号牌。民警
从死者妻子口中得知，事发当

晚刘某和同村的李某某一起外
出吃饭，而李某某恰好有一辆
类似特征的黑色轿车。

办案民警调取了案发现场
周边的卡口监控，发现3月13日
17时34分，李某某驾驶老款别
克轿车载着刘某，由西向东通
过206线潮水卡口。“当天20时
31分，李某某还是驾驶这辆车
载着刘某，由东向西通过潮水
卡口。”民警分析说，结合监控
录像案发时间，基本认定李某
某的轿车为肇事逃逸车辆。

正当民警全力查找李某某
的时候，李某某来到事故中队，
交代了事情的经过。“他说自己
和刘某不仅认识还是多年的好

友，13日晚两人一起吃过饭后，
驱车将刘某送回了家，但因为
当时喝多了酒，记不清发生了
什么事。”民警说。

在接下来的讯问中，“李某
某交待，当时他把刘某送到家
门口后，就准备将车调头，由于
喝多了酒，在调头的过程中将
刘某撞倒在地。”民警说，发生
事故以后李某某下车去看，见
刘某没有反应，他就不断地敲
击死者的心脏位置，希望施以
急救，结果刘某还是没有反应，
慌乱之下，李某某考虑到是酒
后驾驶肇事，就驾车逃跑了。

目前，李某某因涉嫌交通
肇事罪已被刑事拘留。

救援现场，消防官兵用水枪喷水。 通讯员 乔水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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