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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太懒不愿学车
花2400元办假证被刑拘
□首席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6月27日讯 6月26
日，一名自称太懒不去驾校学车
的司机涉嫌犯罪被市中警方刑事
拘留。原因是他花2400元办了个
假驾驶证。

事情发生在5月31日下午3点
多，当时，济南交警市中大队民警
在经四纬二路口设点，对二三轮
摩托车交通违法进行集中整治行
动。一名男子驾驶二轮摩托车载
着女友经过检查点时，因未按规
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民警拦下。

民警询问司机是否有驾驶
证，这名率性的司机回答道：“有
啊，花那么多钱办的驾驶证。”民
警一听有些疑惑：“什么意思？你
不是考的驾驶证吗？”驾驶员语出
惊人：“交钱直接出的证，花了那
么多钱能是假的吗？能花钱办的
事那都不叫事。”

然而民警现场通过手机警务
通查询，这名司机提供的证件确
实是假证，而且，这本驾驶证的制
作者并不走心，拙劣的做工显得
很是低级。经过进一步的询问得
知，司机购买摩托车时看见旁边
店铺写着“代办证件”，于是就上
前询问，花了2400元找人“办理”
了驾驶证、行驶证、车牌。

当司机被带回市中交警大队
一中队后，司机的回答让民警大跌
眼镜：因为自己懒，懒得去驾校学
车。随后车辆被暂扣。6月26日，这名
小伙子被市中警方刑事拘留。据悉，
小伙子生于1995年，初中学历。得知
面临刑事拘留涉嫌犯罪之后，小伙
子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公婆领取72万拆迁款拒给儿媳
儿媳曾出资购买拆迁房，法院判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

□记者 范洪雷
通讯员 张洁 孙景慧

生活日报6月27日讯 因房
屋拆迁，家住天桥区的徐某和郭
某夫妇瞒着儿媳丁某，悄悄领取
了拆迁补偿款72万余元。丁某得
知此事后，以自己曾出资为由，
向公婆索要补偿款却被拒绝。另
据了解，徐某夫妇的唯一儿子已
意外去世。近日，济南中院依法
审结了这起物权保护纠纷案，并
作出了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法
院判决儿媳丁某分得24万元的
补偿款项。

儿子去世后儿媳搬走

据了解，2002年，丁某的公
公徐某所在的单位福利分房，

徐某通过跟老伴儿郭某的工龄
进行折算，并额外缴纳了部分
现金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产权。
分到福利房后，此前曾与两位
老人共同居住生活了三年的儿
子、儿媳继续与老人生活。到了
2009年，徐某的儿子因意外去
世，徐某夫妇让儿媳丁某从该
房中搬走。

时间来到2015年，因历下区大
明湖与天桥区小清河连通工程二
期项目建设，该房屋被确定征用。
同年，徐某、郭某二人从当地城乡
建设部门领取了72万元货币补偿
款(涉案房屋现已拆迁)。

案件庭审期间，丁某诉称，
2002年，公公徐某参加单位房
改，但公婆的工龄进行折算后，
还差一部分钱。“当时，我觉得二
老只有我丈夫一个孩子，我便同
丈夫商量，先出资1万元购房款，
还以自己的名义花费了3千元购
买了涉案房屋的储藏室。”

丁某还称，丈夫生前，自己
曾与公婆一家人共同居住生活
十多年，每个月的水电费都是由
其承担。因此，涉案房屋应属家
庭共有财产。

儿媳提交证据证实出资

为了证明上述事实，丁某
向法庭提交了购房发票、储藏
室购买协议、水电费缴纳等证
据材料，还另向法庭提交了一
份出警录像。录像载有婆婆郭
某认可当年购买涉案房屋时，
其与徐某的工资都不多，故让
儿媳丁某另行出资购买涉案房
屋的事实。

天桥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认为，涉案房屋虽登记在徐、郭
二人名下，但依据当地派出所出
警资料，郭某认可涉案房屋确系
其与丈夫利用其两人的工龄，另
加儿媳出资的一万元左右款项所

购买，此事实足以说明双方之间
就购买涉案房屋达成了购买合
意，也足以证明当年丁某实际出
资购买的事实。

儿媳判得24万

鉴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家
庭关系，且双方未就涉案房屋的
产权份额作出相应约定，因此，
涉案房屋补偿款应在家庭成员
之间均等分割。据此，丁某个人
应当分得的补偿款数额为18万
元(即涉案房屋所获补偿款72 . 1
万元的1/4)。

鉴于丁某的配偶已经死亡，
其配偶所应分得的18万元补偿款，
应由该三人均等继承，故丁某就
该部分还应分得1/3款项，即6万
元。综上，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作出上述法律判决。案件宣
判后，徐某、郭某二人不服，向济南
中院提起上诉被依法驳回。

马桶水浮安装错位 一月跑了300多方水
目前箭牌和鸿腾家居仍未给解决方案
□记者 张国桐

生活日报6月27日讯 5月
中旬，济南市民赵女士在鸿腾家
居广场购买了一套卫浴，里面包
含盥洗盆、马桶等。平时都正常
使用，可一个月之后物业上门查
水表时，突然发现家中用水竟然
高达330多立方，通过检查发现
是家中新买的箭牌马桶漏水。此
后赵女士针对1000多元水费问
题分别向箭牌和鸿腾家居反映，
可得到的答复让她感觉双方是
在相互推脱。

近日，济南市民赵女士一直
为1000多元的水费而发愁，不久
前她在鸿腾家居广场购买一套
箭牌卫浴，可没想到就是这个新
买的马桶居然漏水，一个月家中

用水竟超过330立方，面对1000
多元的水费赵女士分别向箭牌
及鸿腾家居广场反映，但最终还
是无功而返，27日上午，记者联
系到当事人赵女士，提及家中马
桶漏水的事情，赵女士就十分激
动，“刚买的马桶用了一个月竟
然会漏水。”

6月21日物业上门查水表
时，家中用水量让赵女士十分震
惊。“当时水表显示的数据是330
多立方，就连物业人员都很惊
奇。”她和物业人员怀疑家中漏
水。最终通过检查发现，漏水的
竟然是不久前刚买的马桶。

既然找到漏水点，赵女士当
天立即向箭牌售后反映，第二天
售后人员就上门进行维修。售后
人员检查发现是马桶水浮没有在

正确的位置上，“维修人员告诉
我，水浮可能当初安装就没到位，
并且还表示安装人员可能不是箭
牌专门的安装人员，疑似是鸿腾
家居的安装人员。”赵女士说，她
听到售后人员的答复后，立即联
系了鸿腾家居广场，工作人员回
复安装失误他们不负责，如果马
桶坏了可以协助联系箭牌，并建
议联系箭牌工作人员。接下来，赵
女士又拨通了箭牌电话却被告知
不是箭牌工人安装的，应该找鸿
腾家居。双方各执一词的答复，让
赵女士十分头疼。

针对赵女士的诉求，27日记
者联系到了鸿腾家居广场，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一直在帮忙
协调，但具体怎么解决与家居广
场无关，因为广场只负责将门店

租赁给箭牌，箭牌独立经营，安
装和买卖都是由门店自己负责，
不过对赵女士的遭遇广场会积
极进行协调，同时也建议赵女士
可以向工商部门进行反映。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箭牌，
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
从客户反映马桶漏水后，第二天
售后就上门进行维修，对于此事
她们已经向公司上报，公司也在
积极处理此事。

围绕水费问题，记者又联系
业务经理，高经理告诉记者，330
多立方的水不一定全都是漏水
引起的，况且漏水原因现在尚未
查明，不过就此事已经安排售后
经理与客户进行了沟通，如果最
后查明漏水是由安装不当导致，
箭牌会百分之百进行赔付。

□记者 程凌润
实习生 谢宜超

生活日报6月27日讯 27日
上午11点半，在天桥区天发健身
广场的人工湖旁边，一位50多岁
的女环卫工两次跳湖轻生。

“在西苑小区附近的健身广
场上，有一个女的跳湖了，好像
是因为老两口吵架来着。”6月27
日上午11点40分，有读者拨打生
活日报热线电话85193939，称一
位50多岁的女子跳入了健身广
场的人工湖，当时女子的老伴也
跳了进去，虽然湖水不深仅到达
大腿，但是周边主要是老年人和
小孩无法救援，所以她报警求
助。

6月27日下午1点左右，生活
日报记者来到事发现场时，跳河
轻生的女子已被救上岸，旁边有
两位民警正在劝说。现场一位目
击者介绍，他们报警以后，辖区
派出所的民警以及消防官兵来
到了现场，消防官兵把跳河轻生
的女子救了上来。

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这

位女子被救上岸后趁他们不注
意再次跳入人工湖轻生。“当
时是我跳下去，水到大腿这个
地方。”附近派出所的民警介
绍 ，在 看 到 女 子 再 次 跳 湖 以
后，他也跟着跳下去并将其救
上岸。

据了解，这位女子是一名环
卫工，今年55岁，老家在聊城阳
谷，而她的老伴也是环卫工，两
人是因为感情方面的问题吵架。

“我今年69岁，她比我小十多岁，
我们一起搭伙过日子已经4年多
了。”这位女环卫工的老伴说，他

们并没有登记结婚，他老伴之所
以跳湖轻生是因为当天他们因
为感情问题吵架了。

据了解，6月27日下午，女环
卫工的子女从阳谷赶到了济南。
目前，该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之
中。

这是咋了 女子要跳湖拉都拉不住
事发天桥区天发健身广场，疑因与老伴感情出现问题

《龙脊河施工5年未完工，济
南东部多区域逢雨必淹，都跟这
条河有关》(6月27日济南头条)

网友@小墨鱼：5年没修好，
什么效率？！

网友@海之蓝：开挖一条泄
洪河比盖个小区还难吗？这里面
得找找原因了。

网友@威士忌181108222：大
济南的效率。

《济南这场雨下了783个大明
湖！降雨量历史同期第二》(6月27
日济南头条)

网友@火星网友：把济南改
成威尼斯吧。

网易@微软小冰：你看见大
明湖畔的夏雨荷了么……

《济南汉子登顶珠峰》(6月27日07
版)
网友@lingrun：
佩服！

网 友 @
qlyzr：勇敢者
之举。
记者 程凌润

整理
上济南头条
有话接着聊

法庭故事

热心路人阻止女子跳湖轻生。 记者 程凌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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