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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州5月17日讯（记者 张
磊） 从济南去天津，又折返德州，
近日，济南一出租车司机接到这么
一桩“大活”，不料往返上千里后，
不仅没有拿到一分车费，还被顺手
牵羊偷走了手机。目前，济南出租
车司机王华已经向警方报案。

出租司机王华称，近日，他在
济南拉上一名16岁男孩，男孩称要
去天津投奔亲戚。因为经常接到长
途活，王华没多想就拉上男孩直奔
天津。经过数小时奔波后，两人终
于抵达天津，不料男孩却没能找到
亲戚。在男孩要求下，王华又驱车
往德州市乐陵市寻找男孩的母亲，
到了乐陵后，男孩又没有找到母
亲。这时，男孩称母亲在德州市区，
于是两人又来到德州。到了德城区
大学路一小区后，男孩说到家了。
不料大门紧锁，男孩称母亲上班还
未回来，王华和男孩便一起在小区
等男孩母亲归来。等候期间，王华
去上厕所，不料回来后男孩子却不
见踪影了，王华放在车内的一部手
机也不翼而飞。

“在聊天过程中，知道男孩只
有16岁，其余的并不清楚。”王华说，
那个男孩身体偏瘦，个子不高，除
此之外对男孩一无所知。“这一趟
下来，不但车费用上千元一分没拿
到，还丢失了一部手机。”

目前，出租车司机王华已经向
警方报案。

男孩打车千里

偷手机后溜了

本报临沂5月17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吴云富） 近日，费
县一名初三女学生放学后坐同学
摩托车回家，摩托车与一辆三轮车
发生刮蹭歪倒，女生倒地后不幸被
一辆集装箱货车碾轧，当场死亡。

5月12日下午5点10分，费县新
庄镇大泉村附近发生一起车祸，一
辆摩托车摔倒，后座上的一个女孩
倒地后，被一辆后面驶来的半挂集
装箱货车碾过，当场死亡。

办案民警介绍，骑摩托车男孩
鲍小宝今年刚满15岁，为费县某中
学初三学生。鲍小宝家离学校较
远，他本来住校，因为最近学校翻
修学生宿舍，他就每天骑着家里的
一辆摩托车上学。

死亡女孩付晓为鲍小宝同学，
与鲍小宝住邻村，鲍小宝回家时正
好经过付晓的村子。鲍小宝驾摩托
车经过事发路段时，有辆电动三轮
车行驶得很慢，鲍小宝超车时，与
三轮车发生刮蹭，摩托车歪倒，后
座上的付晓被摔倒在地上，鲍小宝
与摩托车也摔出十多米远。金乡县
高某开着一辆半挂集装箱货车从
后面驶来付晓遭货车碾轧，当场死
亡。

惨祸发生后，高某与鲍小宝均
被带回交警队配合调查。民警初步
调查认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为，鲍小宝无证驾驶机动车，车载
付晓且二人未戴安全头盔，未按规
定车道行驶，在不具备超车条件的
情况下，强行超车。

因鲍小宝未满16周岁，尚不到
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事发当天晚
上被其家长领回家。司机高某做完
笔录后也离开了交警队。

目前，肇事半挂货车和摩托车
被暂扣。事故责任还需要进一步调
查确定。 （当事学生系化名）

放学遭遇连环车祸

初三女生不幸身亡
公公益益顺顺风风车车贴贴标标识识建建档档案案
破解信任与搭车安全难题，市民坐车更放心了

酒酒后后起起争争执执，，深深夜夜砍砍工工友友六六刀刀
嫌疑人作案后逃窜，警方介入调查

本报德州5月17日讯（记
者 李榕） 近两年来，“德州
公益顺风车”的发起人郭祥然
和傅宗清将两个人的公益变
成了一群人的公益，团队一直
在不停地摸索着。5月17日上
午，德州公益顺风车志愿者大
队正式成立，所有的公益车张
贴统一的标识，逐车建立电子
档案，上车即签订搭乘协议，
破解信任与搭车安全等难题。
以后看到张贴“德州公益顺风
车”车标的市民可放心招手。

47岁的郭祥然是陵城区
一个体户老板，他的另一个身
份是“德州公益顺风车”发起
人之一。因为工作的关系，郭
祥然需要每天两次往返于陵
城神头镇和陵城汽车站之间，
沿途经常碰到焦急等车的市
民，便萌发了让人搭顺风车的
想法。在无意间的一次聚会中
聊起此事，没想到十多年的老
友傅宗清也在默默做着同一件
事。就这样，2013年1月15日，由
郭祥然和傅宗清发起的“德州
公益顺风车”QQ群成立。

从此，十几个好友每次去
外地或其他县市区前，都会提
前将信息发布到贴吧、论坛、
QQ群等，免费将搭乘者带到

目的地。截至目前，QQ群内共
有600余人，其中“顺风车”车
主200余人，德州范围内的顺
风车固定线路已有10余条，临
时线路更多。

公益顺风车队的队伍越来
越壮大，因为对陌生人的不信
任，很多人“不敢轻易上他们
车”，于是傅宗清他们一直想把
车队变成一个可识别“身份”的
放心组织。“队伍在不断壮大，
但信任感和搭车安全仍是面临
的最大考验，去帮助别人的时
候往往需要花费很多口舌解
释，这让队员们很苦恼。”傅宗
清说，德州公益顺风车志愿者
大队成立后，制定一系列的规
章制度，用于完善“德州公益顺

风车”的内部管理，更好地为车
主和搭乘者提供服务。目前，德
州公益顺风车志愿者大队在德
城、陵城、临邑三个示范地区分
别设有大队长、分队长、网络管
理员等岗位，将职责明确化，并
对参与活动的人员进行实名登
记、建立电子档案等，让搭乘者
知道这辆车是登记认证过的，
是安全的车。

“也曾想过为车队注册一
个合法的民间组织的身份，这
样或许可以消除一些人的戒
备心，但咨询后发现很难。现
在就想通过一整套切实可行
的规章程序建立一种有效模
式，并逐步在其他县市区成立
分队。”傅宗清说。

两口子吵架，妻子离家出走

““暴暴躁躁男男””放放火火烧烧自自家家房房子子
本报菏泽5月17日讯（记

者 邓兴宇） 郓城水堡乡西
马楼村马某在村里是出了名
的暴脾气，遇到一点不顺心的
事就常常大发雷霆，砸东西，
甚至动手打人。14日，妻子与
马某发生矛盾离家出走，马某
一怒之下放火差点将自家的
二层小楼烧了。

5月14日下午2时43分，
郓城县金河中队接到报警，水
堡乡西马楼村一幢二层“小洋
楼”发生火灾，请求救援。接到
报警，消防官兵迅速赶到现
场，浓浓的黑烟正从一幢二层
楼的窗口飘出，而着火的院落

大门紧闭，门前正聚集着一群
着急的村民，消防官兵了解情
况后才知道，大门被房主马某
从里面锁上了，火就是马某自
己点燃的，从院墙外面还依稀
听得见有人在屋内高声叫骂
和打砸物品的声音。

马某还在着火的房子内，
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消防官兵、
派出所民警翻墙进院，砸开铁
锁，冒着呛人的烟气将正在一
楼客厅打砸物品的马某制服，
然后消防官兵兵分两路，一路
从二楼窗户往着火的房间进行
喷水灭火，一路从楼梯进入室
内，用水枪对室内着火物品进

行灭火。十几分钟后，房间的大
火被扑灭，室内的家具、被褥等
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电视机、
电脑、茶几以及窗户上的玻璃
等，已经被马某砸得支离破碎，
整个现场一片狼藉。

马某的母亲称，马某脾气
非常暴躁，经常会因为一些不
顺心的小事就打砸物品，甚至
还动手打骂家人。前几天马某
再次因为一点小事与妻子发生
口角，妻子离家出走，至今未
归。这些日子，心情不好的马某
便经常打砸家中的物品，没有
想到居然把自家的房子也要放
火烧了。

5月17日凌晨，济南一建筑工地宿舍内，39岁的建筑
工人朱某被工友猛砍6刀，腿部韧带被砍断。犯罪嫌疑人
作案后逃窜。十几个工友与犯罪嫌疑人在一个宿舍里住
了一个多月，连对方姓啥都不知道，只知道来自四川。目
前，警方正在调查此案。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实习生 李艳艳

劝小声打电话

招来一顿骂

5月17日中午，在省武警
总队医院，记者见到了被砍伤
的朱某的工友牟先生。“他喝
酒喝到夜里 12点多，回到宿
舍就打电话。”牟先生说，嫌
疑人当晚喝了不少酒，酒后
一直开着免提给家里打电话，
声音挺大，影响到大家休息。
正在休息的一位工友说了嫌
疑人两句，让他小点声，却招
来一顿骂。

“他说，谁管我打电话？
意思是我们管不着。这是他
第一次骂，骂得很难听。我们
十多个都没吱声。因为他喝
酒了，也不和他一般见识。”
牟先生说，嫌疑人不听劝，还
是一直在打电话。没过多久，
第二个工友出面制止，说了他
两句。

“你管得着吗？来来，下去
溜溜啊？谁敢？”牟先生说，当
时嫌疑人非常激动，直接从
上铺跳了下来，在宿舍里指
了一圈，嘴里骂骂咧咧地说
一些话。而这时，嫌疑人对面
下铺的朱某气不过，走上前
去，打了嫌疑人一拳。

砍工友六刀

嫌疑人逃窜

“他倒在地上喊，来人啊，
打人了，嫌疑人的带班就来到
宿舍。他看见带班的来了，拿
起啤酒瓶子还要干仗，但被我
们拉开了。”牟先生说，被制止
后，带班把嫌疑人领出门外。
约二十分钟后，嫌疑人又回到
宿舍。

“我们以为工地上的人把
他领出去，说说他就完事了，
没想到他又进屋里来闹事。”
牟先生说，嫌疑人进屋后，先
是坐在下铺换鞋子，把拖鞋换
成旅游鞋。随后，径直向门口
走去，把门反锁，带班被锁在
门外。嫌疑人拿着从伙房带出
的菜刀，朝朱某砍去。起初，朱
某用被子挡住两刀，但嫌疑人
仍不收手，又连砍四刀，都砍
在了朱某的腿上。“他抽出刀
来就砍，一共砍了 6刀，砍完
后，拿着刀就跑了。”牟先生
说。

宿舍内的其他工友被吵醒
后并没有睡着，而砍人事件发
生之前，他们也没觉出什么异
常。“他进屋的时候我们都没睡
着，还以为他只是换鞋子呢，什

么防备都没有。”牟先生说。

虽住一个宿舍

不知对方姓啥

17日零时四十分，工友向
警方报警。同时，朱某被紧急
送往武警医院救治。

17日上午11时许，记者在
武警医院外科病房看到了受
伤的朱某。朱某的右腿缠满了
绷带，闭着眼睛在床上躺着休
息。由于身体虚弱，朱某未能
接受记者的采访。据了解，朱
某是菏泽人，出事之后一直由
其工友在病房照看。送医后，
医生给朱某做了三四个小时
的手术，手术很顺利。一位护
士称，朱某的腿部韧带受伤，
无生命危险。

本是同一宿舍的工友，为
何因一点琐事而引起血战？记
者了解到，由于生活习惯和工
种不同，工人之间很少交流，
并无太深的交情。

嫌疑人与其他11位工友

虽同在一个宿舍里起居，但却
形同陌路。“他们吃大米，不吃
馒头，山东人喜欢买点小菜、
馒头和饼。外地人都是自己单
独做饭吃，不和我们在一个食
堂吃饭。”牟先生说，他们与嫌
疑人不在同一处干活，彼此之
间不说话，他甚至连嫌疑人姓
什么都不知道。“当晚他和谁
出去喝酒，喝了多少，我们都
不清楚。”

在朱某上班的工地，与嫌
疑人来自同一省份的老乡人
数众多，超过了山东本地人。

“山东人住在一起，他们外省
的，同一省份的老乡住一起。
当时，他要住的那个屋满了，
就来到我们宿舍住了，住进宿
舍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来
的时候，我们还跟负责人说，
最好不要安排外人进来，彼此
都不认识，有什么矛盾以后也
不好说话。”

如今，工友的担心变成了
现实。记者从警方了解到，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手术后朱某右腿缠满绷带，躺在床上。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摄

消防队员在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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