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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伙伙约约会会遭遭拒拒，，借借酒酒劲劲砸砸十十几几辆辆车车
涉嫌寻衅滋事，砸坏的东西都要赔偿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电动车突然进入机动车
道，被一辆大货卷入轮下，拖行十
余米，所幸电动车主只是腿部、胳
膊擦伤。

6月15日晚9点半左右，省城二
环北路泉胜物流附近，一辆电动车
不慎与一辆大货发生碰撞，继而被
卷进了大货车轮下。随后，民警和
120医生相继赶来。交警赶到医院见
到了伤者李先生，他两腿膝部附近
及右手肘关节处缠着厚厚的纱布，
所幸只是擦伤，并没有骨折。

面对交警，李先生表示，自己
当时是由西向东行驶，为躲避一名
女子才与大货车发生碰撞。

电动车闯入快车道

大货轮下躲过一劫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
若松 通讯员 邱佳惠） 媒人介
绍对象本是件好事，可是不靠谱的
媒人，竟前前后后坑了男方14万元。

据警方16日通报，商河县的老
孟去年年底给小伙子阿鹏（化名）介
绍了个对象。但是女方本人对阿鹏
并不是很满意，所以就委托老孟给
男方回个话，婉转地拒绝对方。

但媒人老孟告诉阿鹏，女方觉
着他还可以，不过得让阿鹏先出 2

万3千块钱，以表诚意。随后老孟多
次打着女方的名义向阿鹏要了14万
余元据为己有。

警方调查了解，确认是老孟从
中拿了阿鹏的14万余元，其行为属
于诈骗。目前老孟已被逮捕，案件还
在进一步审理中。

这个媒人不靠谱

坑了男方14万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
伟） 6月14日下午，省城泉城广场，
一名老大爷不慎在花坛附近死亡。
由于老人衣衫破旧，身上也没有任
何有效证件，历下公安泉城路派出
所民警多方找寻，也没联系上老人
的家人或亲朋。希望知情者尽快与
警方联系。

历下公安泉城路派出所民警告
诉记者，老人衣衫破旧，像一名流浪
人员，随身没有携带任何能证明身份
的有效证件，经法医初步鉴定，老人
无外伤，可能系自身疾病导致死亡。

民警希望知情者能提供与老人
有关的线索，协助警方找到老人的
家人或朋友。老人身高1米65，下穿
蓝裤子，脚蹬黑色布鞋，联系电话：
0531-85084366，联系人：娄警官。

流浪老人路边离世

相识者请联系警方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李涵） 乘车时不慎将

钱包遗落，包里装有大量现金、银
行卡和身份证、社保卡。在济南铁
路局列车乘警的帮助下，钱包在遗
失两小时后失而复得。

14日，福建籍旅客李女士从西
安乘坐Z105次列车去乌鲁木齐旅
游，匆忙中把装有大量现金、银行
卡和身份证的黑色钱包遗落在列
车上。接到李女士报警电话，济南
乘警支队联系当班乘警，上车查
找。乘警根据列车乘务员的回忆，
从地勤工作人员处找回丢失的钱
包并归还给失主李女士。

旅客丢钱包

乘警帮找回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男子摸起啤酒瓶

砸向路边商铺

15日深夜11时30分左右，
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唐冶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山
东建筑大学西门，有人醉酒后
故意损坏停放在路边的车辆。

“他走路有点歪歪斜斜，像
喝醉了。到了烧烤摊附近之后，
拿起地上的啤酒瓶子就往旁边
的理发店砸。”16日上午10时
左右，在历城区安家庄村山东
建筑大学附近，目击者张先生
向记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当时把我们几个吃烧烤的
人吓坏了。旁边桌上，几个吃烧
烤的小伙子叫他吃点西瓜，清醒
一下，结果他不听，抓起地上的
酒瓶子，又朝旁边的店铺扔了过
去。”张先生说，在向附近店铺扔
酒瓶之前，当事男子已经使用石
头等物品，对停放路边的十余辆
汽车进行了破坏。由于害怕当事
男子做出更为激烈的举动，附近
群众赶紧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出
警到达现场，以寻衅滋事为由，
对嫌疑人进行了控制。

一口气砸了

十余辆汽车

“有人看到，他拿着石头就
往路边的汽车上砸，声音很
大。”张先生称，“后来我也看见
他爬上一辆轿车之后，跳起来，
拼命地朝车顶踹。”

事发地附近的视频监控显
示，当时男子在一阵助跑之后，
跳到一辆停放在路边白色轿车
的顶部。在跳起来对车顶猛踹
了几脚之后，又从车上跳了下
来，向前方缓步走去。在经过一
辆黑色轿车之后，当事男子扭
头又走了回来，朝着黑色轿车
右前方后视镜位置猛踹了一
脚。随后，黑色轿车的报警器响
了起来，车灯不断闪烁着。

“还有些车的玻璃也都被
他打碎了。”张先生称，在事发
路段，当事男子由南到北连续
损坏了十多辆汽车，整个过程
持续了十来分钟。

“当事男子使用石头和捡拾

的物品，对车辆的挡风玻璃和反
光镜进行了毁坏。”历城公安分
局唐冶派出所副所长张华称，当
晚受损车辆经过核实有12辆，

“还有部分受损车辆的车主没有
联系到，稍后将会进一步统计。”
事发当晚，两间门头房的玻璃也
被当事男子砸坏。

酒后如此发飙

疑因情场失意

经审讯，当事男子姓和，24
岁，山东省泰安市人。在民警的
进一步调查中，和某对其醉酒后
故意损毁路边车辆及沿街玻璃
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知情人士称，当晚醉酒
后，和某先是给自己心仪的女

生通了电话，希望与对方见面，
遭到对方婉拒。

办案民警称，据当事男子
供述，他平常生活、工作压力也
很大。“可能没见到那个女生，
加上平常的压力太大，心生怨
恨，才对车辆进行了打砸。酒醒
后，他对自己的行为也很后悔，
表示能够进行相关赔偿，愿意
积极接受公安机关处理。”

“因为喝酒以后情绪失控，
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大，进行发
泄，当事人涉嫌寻衅滋事，目前
我们正在对其进行进一步调
查。”唐冶派出所副所长张华称。

目前，公安机关正在积极
与受损车辆所有人、店主取得
联系，并对损失物品进行价值
鉴定，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整个大货车

被烧成废铁

16日上午9时，记者赶到
二环东路950号附近的事发现
场。着火的是一辆凯马130货
车，货车驾驶室被烧成空架
子，周围已经拉上警戒线。记
者靠近驾驶室时，还能明显闻
到一股焦煳味。驾驶室内的物
品被全部烧毁，整个驾驶室被
烧成一堆废铁。

王先生的菱智商务车就
停在货车南侧，两车相隔约一
米远，商务车左后侧的漆面、
塑料件都被烤变形。“我就在
这附近上班，车经常停在这
里，以前也没出过啥事。昨天

晚上7点左右，我把车停在二
环东路东侧，车是南北方向停
放的。今天早上7点左右，我发
现自己的车也被烤坏了。”王
先生说。

砸窗爬进车

点燃驾驶室

据了解，事发当晚，范某
独自一人喝了几杯扎啤，才做
出如此荒唐一事。

附近一家店铺的监控视频
记录下了事发经过。0时15分，
范某踉踉跄跄地走到货车驾驶
室，将左侧玻璃砸碎后进入车
内，并用打火机将汽车驾驶室
点燃。两分钟后，大火蔓延整个
驾驶室，火苗两米高。消防员赶
到现场后，及时将火势控制。

监控视频显示，货车着火

后，范某仍站在货车旁边。有
路人经过现场时，拽着范某的
胳膊，一溜小跑将其带到现场
南侧。“热心路人本以为范某
只是醉酒经过着火现场，怕他
受伤，才赶紧把他拉走了。”办
案民警说。

“着火时，我正好从那经
过。当时我看到他从车里出
来，喝了不少酒，那时候车就
已经着火了。我担心着火后
发生爆炸，就赶紧报了警。”
报警者说。0点 25分，全福派
出所接到报警后，将犯罪嫌
疑人范某当场抓获，民警从
范某身上搜出断线钳和打火
机等工具。

据了解，范某今年25岁，
此前有过盗窃前科，被刑事拘
留过。目前，范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几几杯杯扎扎啤啤下下肚肚，，敢敢烧烧人人家家货货车车
“90”后小伙酒后纵火当场被抓

6月16日凌晨，喝了酒的
25岁男子范某，趁着酒劲砸
开一辆货车的玻璃，用打火
机将货车引燃烧毁。纵火后，
范某被警方当场抓获。目前，
范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近日，在历城区山东建筑大学附近，24岁的和某本想
趁着酒劲，打电话约心仪的女生出来见面，结果遭到对方
拒绝。加上生活和工作上诸多的压力，和某心里越想越不
是滋味，在使用石头等物品对停放在路边的十余辆汽车进
行了破坏后，他甚至又捡起酒瓶砸向沿街商铺。目前，警方
以寻衅滋事为由，对当事人进行了控制。

红色轿车后车玻璃遭到损毁。 警方供图

货车驾驶室被烧毁。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摄

小小伙伙无无证证酒酒驾驾，，致致一一死死一一重重伤伤
19岁年轻人酒后开亲戚家车酿惨剧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张泰来） 16日凌晨，历下区
发生一起肇事逃逸案，一辆轿
车将一辆摩托车撞倒后逃逸，
致使摩托车驾驶员死亡，后座
乘客重伤。而肇事司机还是一
名19岁的年轻小伙，且尚未取
得驾驶资格。

16日凌晨2点20分，历下交
警大队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
事故中队民警赶到现场时，肇
事的轿车早已离开现场。

“现场很惨烈，摩托车从中
间断成了两段，驾驶员已经昏
迷，后座的乘客也伤得很重。”
办案民警说，他们在联系医务
人员将伤者送到医院的同时，
展开了现场勘查工作，调取附

近的视频，通过技术手段锁定
了肇事车辆。

“通过视频，我们确定肇事
的是一辆白色轿车，事发时白
色轿车跟摩托车是同向行驶，
轿车追尾了摩托车。”办案民警
侯本锐说。

16日上午，民警在事发地
附近的一个小区找到了肇事车
辆，事故现场遗留碎片跟车辆
一致。通过车管系统，民警找到
了肇事车辆车主徐某的联系方
式，民警对其进行了反复劝说。
最终，上午11点左右，徐某来到
历下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投案自
首。

经过讯问，徐某是内蒙古
人，今年19岁，在附近一家停车

场从事停车管理工作，至今尚
未取得驾驶资格。事发前，徐某
喝了两瓶啤酒，一时起了玩兴，

就利用工作之便，开着亲戚家
的轿车到黑虎泉游玩，没想到
在返回时发生了惨剧。

肇事轿车。历下交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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