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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手机消失 到底谁在说谎
失主：留下手机上楼拿钱，司机跑了 出租车公司：司机说没拿，失主可报警

□记者 程凌润

生活日报1月28日讯 1月21
日凌晨零点左右，济南市民孙先生

从泺源大街某酒吧门口乘坐出租

车回家，他处于醉酒状态，就把之

前在玉函路的住所告诉了出租车

司机，可是到达目的地以后他发觉

地址不对，于是让出租车司机来到

其现居住地徐家花园。然而，出租

车拉着孙先生来到小区门口时，双

方对车费问题产生了争执。

“那天晚上12点多，我丈夫在

泺源大街一家酒吧陪客户吃饭，

他回家的时候打了一辆出租车。”

1月26日下午，孙先生的妻子介

绍，她丈夫在事发当天喝了不少

酒就乘坐出租车回家，在到达徐

家花园小区门口的时候，她丈夫

嫌车费有些多，为此与出租车司

机发生争执。

“当时我没有带现金，就跟司

机说我要到楼上拿车费。”孙先生

介绍，他乘坐出租车到家的时候已

经是1月21日凌晨0点半多了，在没

有现金也不能手机转账的情况下，

他决定上楼回家取钱，当时出租车

司机就让他把手机留下来做“抵

押”，而且出租车司机当时还特意

查看了一下手机背后的苹果标志。

“我上了个厕所，刚到单元门

门口就看到出租车司机开着车离

开了。”孙先生说，他在听到出租

车发动机启动的声音后就觉得不

对劲，回到家以后他就用妻子的

手机拨打自己的手机号码，起初

电话还能打通，后来就处于关机

状态了。

1月21日一大早，孙先生拨打

了济南出租车网络服务平台的电

话，通过时间和行车路线确定那辆

出租车属于恒通出租车公司。“我

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刚开始说手

机在车上，后来又说司机已经把手

机还给我了。”对于这样的答复，孙

先生说他非常不认可，对方应该把

那部价值5000多元的苹果手机还

给他，但是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为了确认此事，1月26日下

午，生活日报记者向恒通出租车

公司进行了核实，工作人员说他

们已经向出租车司机进行了核

实，出租车司机说他并没有拿乘

客的苹果手机，而且最初孙先生

拨打电话是寻找丢失的手机，并

未提到乘客上楼拿钱把手机留下

做“抵押”的事情。

“当时乘客因为嫌车费贵，与

司机争执了40多分钟。”恒通出租

车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由于

出租车上并没有安装新式的行车

记录仪，并不能记录事发时的声

音，而且摄像头也找不到车内的

情况，所以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们也不清楚，孙先生如果想要

找回苹果手机可以打电话报警。

据了解，孙先生换了另外一

部手机并补办了手机号码，前几

天他的手机还收到几条有人强制

刷机的短信。对于出租车公司的

说法，孙先生并不认同，他仍希望

出租车司机归还其苹果手机。

女子餐后去网吧用厕所 被索要10元
网吧：厕所常堵，我们自己清理，你借厕所总得给我们说一声吧

□记者 李震

生活日报1月28日讯 1月25
日晚上8点左右，小张在市中区某

商场附近一餐馆内就餐，由于餐馆

内没有厕所，餐后内急的小张便跑

进了附近一家网吧。方便后小张欲

离开厕所，却被网吧工作人员拦住

索要10元如厕费。网吧工作人员回

应，网吧是经营场所，经常有人不

打招呼就进入，还多次堵了管道，

真有内急可以询问工作人员。

1月25日8点左右，小张和朋

友在市中区某商场附近的小餐馆

吃饭。由于身体突然不适，饭店内

又没有厕所，小张便出门寻厕。

“最近的要去商场里面，我一

出门看见一家网吧，就匆忙跑了

进去。”小张说。

方便后，小张走出厕所门，却

被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拦了下

来，“他们是网吧的工作人员，管

我要10元钱的上厕所费用，不给

钱就不让我走。”

“我一个女孩子，不好意思在

大庭广众下说要去厕所，便说我是

来找人的，可出来后网吧工作人员

不依不饶，说上了厕所就要收费。”

小张生气地说，“他说我没有说明，

可当时情况实在很急。而且要收费

得拿出资质，而且厕所门上也没贴

着收费之类的，一个网吧经营资质

包含上厕所收费吗？”

双方互不相让，小张报了警。

“警察来了我们进行协商，后来我想

没必要为这10块钱生气，就交了钱

走了，但后来越想越气。”小张说。

随后，小张向记者提供了一张

“收据”，上面写着“收到上厕所10
元”，落款处写上了日期和收款人

姓名。“谁都不差这10元钱，我是因

为太急所以没说，但他们不该简单

粗暴的强行收费。”小张说。

26日下午，记者联系了这家

网吧，工作人员表示确有此事，但

他们并不是故意收取这个费用

的。“网吧的厕所是给来我们这消

费的人提供的，我们自己疏通了

管道，自己清理，并不对外开放，

而且门上贴着外来人员不能使用

的标识。”工作人员说。

工作人员表示，附近的沿街商

户都没有厕所，最近的要去商场里。

为了就近省事，经常有附近的商户

人员和用餐顾客来网吧里方便，还

多次堵了管道，他们需要自己清理。

“并不是我们小气，只是你内

急来上厕所，怎么着得给我们说

一声吧。”工作人员说，“有一些人

你问他根本不搭理你，上了就走，

我们也很气愤。”

工作人员还说，真有内急的可

以提前打招呼，态度好他们也不会

说什么，“并不是说我这有厕所就

应该提供，希望都能自觉吧。”

小张告诉记者，他于当晚将

此事反映给了市物价局，26日收

到回复称已责令店家整改。目前

问题得到了解决。

□首席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1月28日讯 因涉

嫌危险驾驶罪，近日，酒司机刘

某、王某同时被警方刑事拘留。被

交警查获时，俩人一人在主驾驶

上，一人在副驾驶上，为何都被刑

拘呢？

2017年11月27日深夜10点43
分，历下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在解

放路巡逻时，发现一辆银灰色大

众轿车，居然在解放路上逆行，而

且车头明显被撞坏。情况十分可

疑，十有八九司机涉酒了，于是民

警立即上前将该车拦停。车辆停

下之后，满脸通红的司机打开车

门，紧接着一股浓浓的酒气扑面

而来。

在跟民警对话时，驾驶人刘

某摇摇晃晃、语无伦次，舌头僵硬、

双眼迷离，民警随后将其带到路

边。刘某不能提供行驶证、驾驶证

等有效证件，民警对其身份进行

核实后，立即进行酒精呼气测试。

呼气结果为283mg/100ml，达到醉

驾标准(80mg/100ml)的3 .5倍。

刘某说：“车不是我撞的！”他

指了指车内副驾驶上的男子，告

诉民警，他虽然醉驾，但一路上并

没有出事故，撞车的是坐在副驾

驶的王某。他说，他与朋友王某在

解放东路喝酒，喝酒后王某驾车

载着他，途经浆水泉路时撞上了

道路中央的护栏，六七节护栏被

撞烂。刘某于是“仗义出手”替王

某驾车。

民警随后将该车扣留，并将两

人带回交警队进行血液酒精检测。

经检测，代替朋友醉驾逆行的刘

某，静脉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38mg/
100ml，撞护栏的司机王某静脉血

液中乙醇含量为241mg/100ml。

小伙烧炭寻短见
还好被室友发现

□记者 杜鸿浩

生活日报1月28日讯 28日中

午，在七里河小区一间出租房，一

名27岁的小伙子被发现烧炭寻短

见，还好室友发现，送往医院抢救。

记者了解到，事情发生在28日
下午1点多，同小伙同居的室友，发

现小伙屋内没有动静，屋中还传出

木炭的气味，开门后才发现小伙昏

迷。知情者称，事发前几天，小伙子

的行为举止就有些反常，好几天不

吃不喝。下午2时许，救护车赶到现

场，小伙已经陷入昏迷。之后小伙

被担架抬上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

抢救。而对于小伙烧炭自杀的原

因，附近居民多表示不清楚。

酒友深夜轮流醉驾 一个被查获马上供出另一个

女子喝药口吐白沫
过路市民紧急救助

□记者 杜鸿浩

生活日报1月28日讯 28日
上午，有市民反映在泉城公园东

门附近，有女子喝农药昏迷。

生活日报记者赶赴事发现

场。上午10时许，现场已经恢复了

平静。一位保洁员告诉记者，早晨

8点多，一名中年女子提着塑料袋

从东门进入公园，二十多分钟后

被人发现躺在雪地里。“喝了敌敌

畏，被救护车拉走了。”保洁员说。

张女士是公园内的公厕管理

员，她告诉记者，上午8点半左右，

她正在公厕门口值班，一位中年妇

女跑来向她求助。“她说有个人倒

了，不知道啥情况，让我过去看

看。”张女士赶到事发现场，在东门

附近的一处躺椅旁，一位中年妇女

正躺在雪地里。“她嘴角淌着白沫，

已经半昏迷了。她穿着蓝色的大

衣、花格子裤子，椅子上放着她的

手机，还有个敌敌畏瓶子，喝了三

分之一了。”张女士告诉记者。女子

用微弱的声音向张女士呼救：“救

救我，我喝了药了。”

张女士不识字，她连忙呼喊

附近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拨

打120电话求助，小伙同时报了

警。担心女子躺在雪地中冻伤，张

女士跟小伙子合力将女子抬到没

有积雪的椅子上，帮助其保暖。很

快，公园的相关负责人也赶到现

场。为了缓解女子中毒的症状，众

人为她催吐，但或许女子未吃早

饭的缘故，催吐并没有成功。很

快，急救车赶来，众人将女子抬上担

架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

28日下午，生活日报记者来

到医院，女子躺在中毒科的病床

上，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医生正为

其输液治疗。记者了解到，女子喝

下了约30毫升敌敌畏，情况不容

乐观。而女子的远方亲戚已经到

达医院。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该事件

在进一步调查中。

事故现场，护栏被撞坏。 历下交警供图

核载9人面包车
塞了16人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闫国硕

生活日报1月28日讯 1月
26日，历下交警在经十路开展客

车超员违法整治行动时，查获7
辆超员面包车，其中一辆面包车

司机将面临刑事处罚。据民警介

绍，这是一辆淄博车牌号的银灰

色面包车，后排座位都已经经过

改装，坐了16人，超员7人。根据

《刑法》修正案的要求，客车严重

超员将面临刑事指控。公安部

《严重超员、严重超速危险驾驶

刑事案件立案标准(试行)》明确

规定，驾驶小型、微型载客汽车，

载客超过额定乘员100%以上或

者超过额定成员7人以上的，将

面临刑事处罚。

民警提示，在超员的情况

下，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加，另

外，超员就意味着有些乘客不能

独立坐在座位上,不能系上安全

带,乘客将没有任何保护。一旦

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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