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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来济南找工作，闯卡逃窜拒不配合检查

顶顶行行交交警警880000米米，，男男子子被被刑刑拘拘

酒店遭钢珠袭击

所幸没伤到人

本报泰安4月6日讯（记者
赵兴超） 4日，泰安一家快捷酒
店沿街窗户突然遭钢珠袭击，被
打穿两块玻璃。事发时，房间内正
有人住宿，厚窗帘挡住了钢珠。

4日凌晨，泰安渿河东侧一家
快捷酒店三楼，正在住宿的几名
女学生，忽然听到窗户砰的一声，
窗帘被打得飞了起来，一枚钢珠
掉落在地板上。女生走近窗户一
看，玻璃被打了一个洞。同时被钢
珠袭击的，还有二楼的一个房间，
也住着学生，双层玻璃被打穿。

事发后，酒店工作人员立即
报了警。学生们怀疑是气枪打的，
如果不是窗帘挡住了弹珠，很可
能伤到人。

酒店工作人员说，这不是第
一次窗玻璃被钢珠打破，不久前
还有一次，怀疑是弹弓打的。“窗
户是双层玻璃，都被打穿了。”酒
店工作人员说。

接到报警后，警方及时出警，
目前，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实习生 王荣

交警被顶行

记录仪记录生死54秒

5日下午3点多，山东高速
交警一支队历城一大队交警王
鹏、边晶和协警冀龙，在济南收
费站执勤，一辆行驶到收费站
的白色别克轿车未粘贴保险标
志引起交警注意，执勤交警王
鹏随即进行检查。

监控录像显示，别克轿车
在5日下午3点54分行驶到收
费站，驾驶员缴费。54分45秒，
交警王鹏走到别克轿车前进行
检查，其间王鹏示意驾驶员摇
下车窗并提供驾驶证、行驶证，
而别克轿车内的驾驶员一直不
予理会。

55分07秒前后，惊险的一
幕发生了，别克轿车径直向车
头左前方的交警撞去。在开车
撞向交警前，驾驶员还试图驾
驶车辆逃窜，被交警拦停，驾驶
员在极短的时间内竟开车撞向
交警，让交警反应不及。

被别克轿车顶行的交警王
鹏的记录仪记录的画面中有长
达54秒的一片黑暗。记录仪被
压在胸口下画面变黑暗之前的
最后画面是，王鹏双手扳住别

克轿车前挡风玻璃下缘的发动
机盖，呼喝对方“停车”。此后记
录仪录下的画面中只有司机猛
踩油门的轰轰声。

黑暗的54秒里，交警面临
着死亡危机。别克轿车驶出去
800多米，直到被前方匝道口等
信号灯的车辆堵停。

历城一大队教导员常太强
说，在顶行交警的过程中，肇事
司机不断左右急打方向摇摆车
头、猛加油门后又急刹车，起步
后再次猛加油门，企图将交警
甩下车继续逃窜。支援警力赶
到后，将驾驶员控制，移交历城
公安分局华山派出所处理。

一会踩刹车一会踩油门

想把交警甩下来

顶行交警一幕发生时，小
王正在收费站出口，他是零点
立交附近一家物流公司的工
人，在收费站口等待接车接货。

“交警正常检查，让驾驶员
出示驾驶证行驶证，但车里的
司机一点都不配合。”小王说，
驾驶员不仅没有打开车窗，反
而硬闯，被交警拦停。

“我几乎每天都来这里接
货，驾驶员开车猛撞交警，我当
时就很气愤。”在顶行交警一幕
发生后，小王快步上前追去，一
度追上肇事车，抓住车门把手

后猛拍车窗玻璃和前挡玻璃，
大声喊着“停车”、“下车”。“当
时很气愤，我追上后还踹了轿
车几脚。”小王说。

尽管如此，顶行交警的肇
事车依旧没有被拦住，事实上
肇事车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
思。“他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踩
油门，想把交警甩下来。”小王
说，肇事车速度不慢，他后来快
跑但还是追不上，直到肇事车
被拥堵的车流堵停。

交警王鹏受伤。后经医院
鉴定，王鹏腰部外伤、腰部椎间
盘突出、骶部隐裂。而肇事车被
迫停后，司机仍不肯就范。

交警的记录仪录像显示，
迫停后“90后”肇事司机司某下
了车，对交警称自己未带驾驶
证。“我错了行吗？”司某似乎准
备认错，但接着又坐进车里，试
图锁上车门，被交警制止。

再次下车后，司某问交
警：“从轻处理行不行？”在交
警对现场进行录像取证的过
程中，司某竟撒开脚丫子逃
跑，不料跑出十多米后被前方
赶来的另一路支援交警拦住
并控制。

随后，交警将司某和肇事
车移交给历城公安分局华山派
出所处理。当晚11点多，司某因
涉嫌妨害公务罪被济南市公安
局历城分局刑事拘留。

驾照因超分被停止使用

仍开车上路

初步调查，司某1993年4月
出生，山东新泰人，2013年取得
驾驶证，此次前往济南是为了
找工作。

司某为何闯卡并顶行交
警？民警对其讯问，司某闯卡顶
行交警的原因竟是其驾驶证被
记35分，目前仍处于超分、停止
使用、扣留状态。

详细的违法记录显示，司
某的违法记录高达27条，违法
地点涉及济南、莱芜、淄博等
多地，违法类型涉及超速、不
走机动车道、不按导向车道行
驶等，其中超速违法行为多达
1 1 次，仅去年 2 月份到今年 1
月份就有六次因超速被分别记
满12分，不乏超速100%的违法
行为。

违法处理情况显示，去年
12月 16日，司某曾在外地“处
理”了一次违法记录，后又因交
通违法累计记分35分，按照规
定需要重考科目一和科目三。

交警介绍，驾照因超分被
停止使用，驾驶人仍继续开车
上路，其性质属无证驾驶，司某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遇到交警
例行检查时拒不配合，并猛加
油门顶行交警试图逃窜。

本报济宁4月6日讯（记者
岳茵茵 通讯员 党代良）

小贼盗窃小吃店，吃火腿肠喝啤
酒，还留下道歉纸条画哭脸，并
祝店主生意兴隆。4月1日，这个
26岁的小贼被抓。他还是一名
本科毕业生，因没有固定工作

“流浪”在济宁，自称因为太饿了
才无奈盗窃。

3月29日上午，济宁琵琶山
小区“卤肉卷饼”店老板李先生
来到太白东路派出所报案。“早
上上班发现窗户没关严，进屋检
查发现少了半箱火腿肠，还有一
张纸条。”李先生说，店里的十几
块钱硬币也被偷走了，看来是个
小贼。

民警赶往现场，并看了李先
生说的那张纸条：“破（迫）于生
活压力我只拿点吃的，大哥我知
道这样不对，可我实在没办法，
每天都饿得我肚子实在难受，请
你给各位摊位邻居替我说声对
不起。祝你生意兴隆。”纸条下面
还画了一张泪奔的哭脸。

就在民警调查时，一家炒面
馆的老板说，早上到店里发现有

两个空啤酒瓶。民警了解到，连
日来附近的路边摊接连发生食
物被盗案件，由于这些路边摊
店门很简易，用力就能拉开，店
主只将不值钱的东西放在店
里，有时放些零钱，最多不超过
20元。

太白东路派出所民警加大
了巡逻密度。4月1日凌晨两点
多，民警发现一可疑男子在一小
吃店外鬼鬼祟祟地向里张望，民
警立即上前询问，男子撒腿就
跑，民警追上将其控制，没想到
这个男子就是民警要抓的小贼，
这个小贼背着书包戴着眼镜，一
副斯文的样子。

经讯问，男子孔某26岁，泗
水人，济宁某学院本科毕业生，
父母都是大学教师。孔某毕业后
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羞于在家
便来到济宁，有时打零工有时帮
人发宣传单，长期留宿在网吧。
他说，由于自己太饿了，才去偷
东西吃，一饿了夜里就去那里偷
东西，曾偷吃过炒面、煎饼，还喝
过一次白酒。

孔某被警方治安拘留五日。

夜夜盗盗小小吃吃店店，，留留下下道道歉歉纸纸条条
小贼是一名本科毕业生，没找到工作自称饿得难受

4月5日下午，济南零
点高速收费站出口发生
一起顶行交警的恶性案
件。“90后”的司某驾驶
未粘贴保险标志的车辆
在收费站出口遇交警检
查，竟猛加油门冲向执
勤交警王鹏，将王鹏顶
在发动机盖上疯狂行驶
800余米。5日晚，司某因
涉嫌妨害公务罪被济南
市公安局历城分局刑事
拘留。

交警被顶行。(监控截图)

民警展示小贼留下的道歉纸条。 本报记者 邱茵茵 摄

山东大学拟成立

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报济南4月6日讯（记者
许亚薇） 6日，记者从山东大学
获悉，2016年第七次校长办公会
议上，原则同意成立独立建制的
新闻与传播学院（名称待定），同
时，成立非独立建制的全球史与
跨国史研究院。

据了解，会议也对新闻与传
播学院提出了建院要求，要根据
应用型学科的特点，调整发展思
路，尽快完善建院方案，找准学科
发展的方向和着力点，更好地结
合、引进校外资源，实现部校实质
性共建。

山东是部校共建工作十个
试点省份之一。去年1月，山东省
委宣传部与山东大学共建新闻
学院，500万专项资金到位，历时
一年的山东部校共建工作全面
启动。根据部校共建章程，项目
启动之后的五年 ,共建工作每年
得到的实际资金支持将不少于
200万元。

一季度全省发生

一起煤炭事故

本报济南4月6日讯（记者
刘相华） 来自山东煤监局的消
息，1～3月份，全省煤矿发生事故
1起，死亡1人。安全生产形势基本
稳定，未发生较大以上事故，与去
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减少1起，
死亡人数减少2人。

一季度全省煤矿生产原煤
3538 . 9万吨（调度数），其中省属
煤矿原煤产量2749 . 3万吨，同比
增产89 . 4万吨。市县属煤矿原煤
产量789 . 6万吨，同比减产234 . 5万
吨。

按事故类别分，顶板事故 1

起，死亡 1人，占死亡总人数的
100%；按煤矿隶属关系分，省属煤
矿实现安全生产；市县属煤矿发
生事故1起，死亡1人；按井型（核
定能力）分，大型煤矿（≥120万吨
/年）发生事故1起，死亡1人；中型
煤矿（＞30万吨/年＜120万吨/

年）实现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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