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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岁岁女女生生学学车车遭遭遇遇色色狼狼教教练练
被拘涉事教练：若有人对女儿那样，我也接受不了

男男子子疑疑因因心心脏脏病病发发
猝猝死死酒酒吧吧内内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
记者 王建伟） 7日上午9时
许，在历下区泺源大街M2酒吧
内，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突然
死亡。据酒吧工作人员介绍，猝
死的男子为酒吧工作人员，疑
是心脏病突发。

7日上午9点10分，在泺源
大街事发酒吧门前，记者看到，
民警已经赶到现场对酒吧相关
人员进行了询问，并随后通知
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取证。

据一位目击者称，9点左
右，有人报警称，酒吧内一名男
子突然倒地不起。接到报警电
话后，120急救车辆赶到了现
场。但医护人员发现该男子已
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随后，120

急救车辆便离开了现场。
上午11点半左右，死者的

一位东北口音的朋友赶到了
现场。在与民警和酒吧工作
人员进行了初步沟通以后，
该男子叫来了殡葬车。当天
12点左右，一辆殡葬车将死者
遗体运走。

据该酒吧一位负责人介
绍，死者今年40岁，已在该酒吧
工作了一年。出事的原因可能
是该男子突发心脏病，导致了
猝死。这一说法随后得到了死
者朋友的印证。

“他可能是突发心脏病。”7
日中午12时10分，死者朋友告
诉记者，目前死者家属尚没有
赶到现场。

鱼塘疑遭人投毒

一夜死了1500斤鱼

工人33层楼上坠亡

落地时砸伤一老太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记者
王建伟） 7日上午 7点，在龙奥

北路中段站附近一座大厦墙外，一
名负责外墙保温的男子突然从33层
高大楼的楼顶位置坠落，经抢救无
效死亡。据工友介绍，坠楼工人姓
张，40岁，坠落到地面时还能呼救。
男子坠楼时，还砸伤了一名正在过
路的老太太。

7日上午，记者来到龙奥北路中
段站附近的事发大厦，据工人王先生
介绍，事故发生在上午7点左右。坠楼
男子姓张，是德州禹城人，40岁左右，
跟自己既是老乡也是工友。

“平时他主要负责大楼外墙的工
作，出事的时候，他正在33层高的楼
顶南侧外墙位置，做相关的外墙保温
工作。”王先生称，“我们都没看清发
生了什么，他突然喊着就掉下来了。”

王先生称，张先生从楼上坠落
时，还砸中了一个正在过路的老太
太。“他刚掉下来的时候，嘴里还能
说话，一直喊救命。老太太看样子也
被砸骨折了。”王先生赶紧拨打了急
救电话，将两人一起送到了中心医
院。

下午4点，记者获悉，坠楼的张先
生已经不幸去世，但在中心医院急诊
科，记者并没见到被砸伤的老太太。

目前，死者坠楼原因仍在进一
步调查中。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记者
李阳 实习生 马宇晴）“怎么

全浮上来了?”7日凌晨，长清归德镇
路庄村路先生发现，自家鱼塘里大
面积的鱼已经死亡，疑是有人投毒。
由于事发地点没有监控，何人在背
后下此黑手，路先生并不知晓。目
前，路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家住长清归德镇路庄村的路先
生有15亩鱼塘，是当地的一名养鱼
专业户，主要养殖鲇鱼、鲢鱼等。

7月6日上午，路先生去了趟女儿
家。以前，路先生外出的时候，鱼塘
都没出过事。这次离开后，也就暂时
没找人看管鱼塘。可到晚上12点时，
路先生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后，就
坐不住了。“说我塘中的鱼都漂上来
了，让我赶紧回家看看。”

6日晚上10点，村里就有人发现
路先生的鱼塘不断有死鱼冒出。到
了晚上12点左右，路先生才得知消
息。接到电话后，他急忙赶回家。7

日凌晨2点，到了鱼塘后，路先生傻
眼了，“鱼塘水面上不断有死鱼漂上
来，有些鱼在水面上打着旋儿、痛苦
地挣扎着。”

路先生称，今年4月份，他向池
塘投放了一批鱼苗，正指望着上市
后卖个好价钱。“鲇鱼大的都有三四
斤重了，想着过段时间捞上来卖掉，
没想到出了这种事情。”路先生保守
估计损失上万元。“今年这池子鱼，
从鱼苗到成鱼，再加上饲料费，都投
入好几万了，这还不算人工费。到今
天上午九点半就死了1500斤，现在
还有鱼慢慢死去。这次光鲇鱼就损
失近一万块钱了，鲇鱼都死了，其他
鱼估计也活不成了。”

谈起鱼的死因，路先生怀疑，有人
趁着天黑，在他的鱼塘投了毒。“不可
能是缺氧，我养鱼好几年了，鱼要是缺
氧不是这个样子，再说我的鱼塘里也
有制氧机。和其他鱼类比起来，鲇鱼的
生命力更强，没有人为原因的话，不可
能这么大面积死亡。”

由于事发地点没有监控，何人
在背后下此黑手，路先生并不知晓。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该案件。

轿车失控撞线杆，被困司机疑酒驾

被被救救司司机机清清醒醒，，立立马马反反抗抗验验血血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尉伟） 7日凌晨1时许，
清河北路上演惊险一幕：一
辆黑色轿车突然失控撞上了
路边的线杆，司机被困。济南
公安消防黄台中队官兵接警
赶到现场，利用液压扩张器
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至于
事故原因，司机疑是酒驾，警

方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日凌晨1时许，清河北路

还乡店桥东三四百米的道路南
侧，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黑色
轿车突然失控，一头撞在路边
的电线杆墩子上。车头被撞凹
陷，机油洒漏一地，司机被困在
车里无法动弹。路人发现后报
警，山大二院120救护车赶到后，

却发现司机腿部被卡住，无法
抬出治疗。紧接着，济南公安消
防黄台中队官兵赶到现场救
援。消防官兵发现司机右腿被
卡在方向盘下面，便用液压扩
张器将方向盘下面撑开，仅用
五六分钟就将司机救出。

经120医生初步检查，被困
司机头部受伤严重，右腿受到

挤压也伤得不轻。由于在车门
下方发现呕吐物，怀疑司机涉
嫌酒驾，交警与120医生对其进
行了血样采集。

可此时，略微清醒的司机却
很不配合，极力挣扎反抗，最终
民警还是在五六个人的协助下
对其完成了血样采集。随后，该
司机被送往山大二院进行治疗。

连续两天遭遇教练“摸大腿”

利用暑期，省城一名19岁
的在校大学生小丽在经十路附
近一驾校报名学车。7月2日，通
过科目一考试后，小丽就跟随
教练刘旺进行科目二的学习。

谁想第一天练车时，坐在
副驾驶上的教练刘旺一边指导
小丽，一边将左手放在她的右
侧大腿上。

“起初，小丽并没有当回
事儿，以为教练比较认真，是
在提醒自己腿上使劲，别松油
门。”7月7日，历下公安千佛山
派出所副所长崔昊博告诉记
者。但后来，小丽就发现有些
不对劲。

第二天小丽发现，教练刘
旺将手放在自己大腿上的次数

不仅增多，而且还有抚摸的举
动，有些超出了“指导”的范围。

虽然小丽对此有些抵触，
但也只是将教练刘旺的手拨开
了事。事后，民警了解到，小丽
之所以没和教练挑明，是觉得
自己刚开始学车，怕让教练难
堪了，会影响到自己的学车质
量甚至是考试过不了关。

叫来父亲站岗仍难逃色手

7月4日，学车第三天，小丽
本以为教练刘旺就就此打住，可
对方却“变本加厉”起来。

“他从大腿外侧摸到了大腿
内侧，还试图向短裤里伸。”事
后，小丽告诉民警，刘旺的举动
让她“不能接受”，她厉声警告对
方“别把自己惹急了”。结果，刘
旺的手仅“老实”了一会儿，又借

着指导摸了上来。
“此时，小丽还不想和教练

翻脸。”崔昊博介绍，小丽想了
个办法，她当着刘旺的面儿，给
自己的父亲打电话，让父亲中
午来接自己一起回家，“她没有
告诉父亲真实情况，她觉得父
亲来了，教练应该会就此收
敛。”

但让小丽没想到的是，父
亲这边在树荫里看着自己练
车，可是，“离小丽父亲近时，刘
旺的手就拿开；远时，他又把手
摸了上去”。

最终，小丽忍无可忍，使劲
地将教练刘旺的手拽开。结果
这一过程中，小丽用力过猛，手
指甲还受了伤。

教练闺女与女学员同龄

下车后，小丽哭了起来。小
丽的父亲得知情况立即报警，
历下公安千佛山派出所民警迅
速赶到现场调查。

起初，教练刘旺还向民警辩
称：自己指导学员开车时，不论
男女，都会用左手按压他们的右
大腿，提醒对方腿别松油门。

“你教男学员也会摸大腿

内侧，或把手伸进短裤内吗？”
“不会。”最终，经过民警详细调
查，在事实面前，刘旺不得不承
认：自己看见小丽穿着短裤，露
着大腿，“一时冲动，就想摸一
下占便宜。”

民警审查得知，刘旺今年
四十多岁，而且有一个女儿，年
纪与小丽相仿。“面对一个和自

己女儿年纪差不多的女学员，
你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事后，刘旺也是懊悔不已，
还告诉民警：如果有人对自己
女儿那样，自己肯定也接受不
了，“得知此事后，家人也感觉
挺丢人”。

目前，教练刘旺因涉嫌猥亵
妇女，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

对色狼教练

容忍就是纵容

“女学员遇到教练的出
格举动，切勿容忍，一定要
及时反映或报警。”7 月 7

日，崔昊博告诉记者，教练
刘旺的猥亵行为是一步步
地升级的。

“一方面，刘旺借着指
导学车一步步试探小丽的
底线；另一方面，他都是利
用只有自己和小丽在车上
时才下手。”崔昊博说，而小
丽的心理则是怕影响自己
学车或考试过关，对教练的
出格举动一忍再忍，这实际
上是纵容了对方。

对此，崔昊博也向女学
员支招：学车时穿着不要过
于暴露，最好不穿紧身装；
可以找一名女学员或家人
坐在车后座陪同；遇到试图
骚扰自己的教练时，一定要
严词拒绝，不要回避，也不
要闪烁其词，以免让对方以
为有可乘之机。

遇见“色狼教练”，一定
要及时向校方反映，请求更
换教练，如果情节严重，可
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学车
可以考虑更适合女学员的
女子驾校。

民警提醒

省城一在校大学生小丽（化名）本想利用暑期学车，不想却遭遇教练摸大腿、试图触碰私处
等行为猥亵。7月4日，这名涉嫌猥亵的驾校教练刘旺（化名）被历下公安千佛山派出所依法行政
拘留。

本报记者 尉伟

猝死男子被抬上殡葬车。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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