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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乘客险些摔倒，质疑刹车不当

公公交交司司机机遭遭投投诉诉，，乘乘客客证证其其清清白白
我省公布首批珍贵

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本报济南6月10日讯（见习记
者 周国芳 通讯员 张茜） 6月
9日是国际档案日，省档案局公布了
全省首批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包括孔子世家明清文书档案在内的
22件（组）档案文献入选，其中有四
件（组）已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
产名录》。

作为山东省档案局国际档案日
系列活动之一，从今年5月份起，经
过“山东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专家
委员会评审，从全省申报的230余项
文献中，最终评出22件（组）珍贵档
案文献。其中既包括档案系统、公安
系统、文物系统及教育、城建、史志、
铁路、科研等领域，也不乏私人收藏
者个人珍宝的藏品。

其中，清朝同治年间绘制的《八
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总图》、清朝同
治年间绘制的《六省黄河堤工埽坝
情形总图》、孔子世家明清文书档
案、解放战争时期临朐支前《军鞋
账》，此前已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
产名录》。

除了青岛午山地契，一战与中
国系列档案文献两项属于个人保存
外，其余20件（组）档案文献均保存
于档案馆或博物馆。其中包括清代
中前期绘制《九省运河泉源水利全
图》、警察博物馆馆藏部分清代地
契、清代至民国山东户籍证件、东海
关档案、近代青岛城市地图系列、青
岛开埠初期德文城建档案、清末山
东全省地图、德国绘制的胶济铁路
全线图、德国绘制的1907年山东地
图、私立齐鲁大学档案、梁簌溟山东
乡村建设研究院档案。

聚众冲击镇政府

三人被判刑

本报枣庄6月10日讯（记者
李泳君 通讯员 魏大为 朱广
民） 2013年9月9日夜，家住枣庄市
峄城区吴林街道的王某某之子，驾
车从薛城回家，行至郯薛线榴园镇
逍遥村路段时恰逢道路施工，因安全
标识不明显，遭遇车祸死亡，其后王
某某亲属与当地政府协商赔偿事宜，
因对协商结果不满意，聚众冲击镇政
府，目前三人已获刑。

王某某认为榴园镇政府在该
起交通事故上负有责任，于同年 9

月 10日与其弟弟等人去镇政府商
讨赔偿事宜。因对商讨结果不满
意，王某某为向镇政府施压，多得赔
偿，与族人商议后，纠集包括孙某某、
王某华在内五六十人，于9月13日起
聚集在榴园镇政府办公大楼。在门厅
内吵闹，在镇政府办公室内吃住，并
将死者遗像摆在榴园镇政府办公楼
大门前，焚烧火纸，摆放花圈、棺木，
且对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辱骂。经
多次劝阻拒不离开，致使镇政府机
关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工作，直至 9

月20日22时许被强制驱散。
经峄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峄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
告人王某某、孙某某、王某华在要
求榴园镇政府解决交通事故赔偿
过程中，采取在镇政府办公楼门厅
摆放花圈、棺木、遗像、焚烧火纸、
占据政府办公室等不正当手段，致
使镇政府部分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
秩序。王某某、孙某某、王某华的行
为已构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因
三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
现，峄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款规定，判
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五年，判处被告人孙某某、王某
华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本报青岛6月10日讯（记
者 周衍鹏） 日前，在一辆从
汽车北站发往天泰体育场的
605路公交车上，一名醉酒乘
客因质疑司机在路口刹车不当
险些致其摔伤而投诉司机。10
日，一名乘客主动出面，为被投
诉驾驶员证明清白。

10日上午，市民王女士打
通交运温馨巴士通达分公司电
话，称605路驾驶员秦师傅是
遭恶意投诉，她与其他乘客都
可以作证。原来，6月4日下午6
时 2 4 分，驾驶员秦师傅驾驶
605路公交车行驶至山东路与
延吉路路口处，看到绿灯将要
转变成黄灯时，考虑到行车安

全就减速停车。在停车过程中，
乘客王先生站在车厢后部，准
备到站下车。但在停车过程中，
他认为驾驶员刹车过猛，使自
己差点摔倒在车厢里。于是，他
从车辆后面冲到驾驶员操作台
旁，对秦师傅进行指责和谩骂，
秦师傅为避免不必要的争吵，
确保行车安全，主动向醉酒的
王先生道歉。但王先生持续谩
骂驾驶员秦师傅，扬言要投诉。
而后在其他乘客的劝说下，王
先生下了车。

次日，王先生对驾驶员秦
师傅进行了投诉，交运温馨巴
士通达分公司随即展开了相关
调查，并研究对秦师傅如何处

罚。市民王女士是605路车的
常客，平时上下班都是坐这路
车。10日一早，王女士和往常
一样坐车上班时，偶然得知秦
师傅被人投诉一事，事发时恰
好在605路车上的她觉得有些
气不过，于是就拨打了通达分
公司电话，说明了当时事情发
生的经过。

据王女士介绍，当时她看
到一名男子在从车厢后部冲到
驾驶员操作台附近的过程中，
闻到了男子身上有一股浓重的
酒气。当时车辆以平稳的速度
刹车，全车乘客站得住、坐得
稳，而那名男乘客因为喝了酒
的缘故没站稳，却把气撒在了

驾驶员身上。她觉得自己有必
要站出来为驾驶员作证，驾驶
员当时正常刹车并无过错。而
监控视频也显示，当时王先生
坐在车厢后部，快到图书馆站
时，他面向驾驶员位置，一手抓
着扶手，一手打着手机，公交车
到路口刹车停车，王先生一时
没站稳，身体失去平衡，向前一
个趔趄，而后就指责驾驶员没
开好车。

最终经过多方调查，交运
温馨巴士通达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认为，事发当日秦师傅驾驶
公交车到了路口后，刹车停车
等待信号灯并无不妥之处，所
以免除对秦师傅的处罚。

本报淄博6月10日讯（记
者 唐菁 通讯员 张营）

“抓小偷、抓小偷……”9日上
午，正在张店区新村西路进行
日常巡查的城管队员田升昌
听到有市民大声呼喊，循声望
去，只见一男子手里抓着一钱
包迎面跑过来，后面一男子边
喊边追，见此情况，田升昌拔
腿就追。眼看多人围堵，见势
不妙的小偷最终丢下赃物落
荒而逃。

9日上午11:40左右，市民
李先生在新村西路银行内提
取现金 2000 多元，准备去医
院给家属买药，当他拿着钱包
从银行走出不到100米，一男
子从身后抢去钱包并沿路向
西跑去。

“当时是中午，我一个大
男人完全没想到会在闹市区
被抢，大概我在银行取钱的时
候就已经被小偷给盯上了，看
我一人走出银行，那个男子尾
随 了 一 小 段 路 后 终 于 下 手
了。”被抢去钱包的市民李先
生说，当时他一下子懵了，反

应过来后就立刻指着小偷边
喊边追。

此时，正沿着新村西路巡
查的张店城管队员田升昌见
到小偷迎面跑过来，立刻上前
堵截，在和小偷的拉扯中，把
小偷的上衣都撕烂了。这时，

正好下班回家的张店区中医
院医生王先生停下电动车，从
马路对面跑过来，也加入了追
小偷的行列。

田升昌、失主和王先生
一直追到健康街附近，小偷
见势不妙，丢下赃物慌忙鼠

窜。
面对失而复得的财物，失

主李先生连连向田升昌表示
感谢和赞扬，田升昌说：“虽然
抓小偷不是我们的本职，但是
见义勇为人人有责，我只是做
了一件小事而已。”

城城管管市市民民围围追追堵堵截截““抢抢夺夺男男””
小偷鼠窜，失主财物被追回

本报济宁6月10日讯（记
者 苏洪印 通讯员 苏培
银） 8日上午，菏泽成武县
102岁的老人马李氏外出时迷
路，她步行30多里，一路流落
到济宁金乡县鱼山镇一村庄。
当晚，村民发现老人后报警，
民警将老人接回派出所照料。
根据从老人口中断断续续问
出的信息，民警联系上了老人
家人，当晚老人被家人接回
家。

8日晚上9点多，金乡县鱼
山镇葛村的寻女士在村头广
场乘凉时，看到一位面容憔悴
的老太太。“她头发花白，拄着
一根枯树枝，手里提着个编织
袋，站在村头路口，不知该往
哪里走。”见老人神情急切，村
民纷纷上前关切询问。询问
中，老人自称当日上午出门迷
路了，但说不出家在哪里。得
知老人一天没进食了，村民纷
纷从家中拿来熟鸡蛋、馒头、
开水，让老人充饥。“老人吃了
一些食物后，一直念叨着想要
回家。”见夜色渐浓，而老人又
说不出个人身份信息，寻女士
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警后，鱼山派出所民警
赶到现场，见坐在石凳上的老
人神情疲惫，便开车把老人接
到派出所，并安排专人照料。
在派出所，老人情绪稳定下
来。在民警的耐心询问下，老
人断断续续说出家在菏泽成
武县，名字叫马李氏，并且说
出自己儿子的姓名。

鱼山派出所民警说，“我
们从网上查询户籍信息，发现
成武县张楼镇一名 1 0 2 岁老
太太的户籍信息和老人提供
的身份信息吻合，就立即与张
楼派出所取得联系，确认了老
人就是该镇102岁的马李氏，
并且其家人已报警也在焦急
地寻找老人。”民警联系上老

人的儿子马先生，当晚 1 1 点
多，马先生赶来将老人接回
家。

马先生说，当天一家人早
上下地割麦子，没顾得上老
人，中午回家吃饭时才发现母
亲走失。“多亏了民警和好心
的村民，我母亲才毫发无损地
回了家。”马先生说。

110022岁岁老老人人离离家家迷迷路路流流落落乡乡村村
警民齐伸援手帮助老人返家

失主家人给城管队员田升昌（中）送来见义勇为锦旗。 本报记者 唐菁 摄

民警把老人接到派出所悉心照料。（警方供图）


	A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