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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司机酒驾上高速

原因亮了：婆媳不和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李虹瑶 王楠
通讯员 石庆培 唐娜

近日，在济青高速南线沂源
东收费站，山东高速交警二支队
沂源大队在执行夜查任务时，查
到一辆济南鲁S牌照的轿车驾驶
员涉嫌酒驾。执勤民警刚走近驾
驶员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随
即用酒精测试仪对王姓驾驶员进
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为3 2mg/
100ml，为酒后驾驶机动车。

交警疑惑，这个司机也太大
胆了，这么晚还一个人在高速路
上酒驾！据王某交待，他在济南市
莱芜区打工，当晚和厂子里的兄
弟们在一个水饺店里喝了些酒。
回到宿舍就接到了老婆从老家打
来的电话。原来，老婆和老妈因为
教育孩子的问题起了争执、闹了
矛盾，老婆打电话诉苦。他本来打
算今晚不回家，但为了回去调解
婆媳二人的关系，就犯了糊涂，跟
兄弟借了辆车就酒驾上了高速。

经过交警的批评教育，王某
后悔不已，称以后绝不敢再以身
试法。交警电话通知其妻子，对方
也表示知道错了，自己忽视了老
公的自身安全，无论怎样也不该
让他触犯法律。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规定，将对驾驶员王某处
以罚款1000元、记12分并暂扣驾
驶证6个月的处罚。

又有马虎旅客赶车丢包
里面有好几千块钱

酒司机开车卖豆腐 查住他后交警爱心“义买”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王楠
通讯员 李福芳

喝了酒开车，拉了一整块豆腐
到市场去卖，交警查处扣车后发
现，这豆腐怎么处理呢？于是交警
中队的小院里，上演了一场小型爱
心义买活动。

3月9日下午2点左右，槐荫交
警二中队在党杨路安澜北路路口

开展过网式酒驾查处行动。3点左
右，一辆电动三轮车沿安澜北路由
西向东进入民警视线。民警刘世
健发现三轮车驾驶人脸色微红，
便示意其接受检查。

经酒精呼气测试，三轮车驾
驶人测试值达到170mg/100ml，
涉嫌醉驾，遂依法将其及车辆带
至中队进行抽血酒精测试。经讯
问得知，驾驶人姓吴，中午在家
中喝了两杯白酒，还有一些啤

酒，准备拉着豆腐到大杨庄市场
去卖。

当民警问及家中还有什么
人，过来把豆腐拉回去时，吴某
说家中只有老母，行动不便，没
有其他亲人，倒有位较好的朋
友。但当吴某与朋友联系后，朋
友说只有晚上有时间过来。看到
吴某为难的样子，民警又好气又
同情。

天气转暖，豆腐不能放太长

时间，中队又没有冷藏设备，豆
腐坏了，对家境困难的吴某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怎么办呢？这
时，中队长张春光当机立断，决定
发动中队民警、辅警和工作人员
一起义买。于是，二中队的小院里，
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很快一车豆
腐就卖光了，就连中队门口办事
的群众也被民警劝说着买了两
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吴某还将要面临法律的处罚。

急！一万多的金手镯掉路上了
保洁员拾金不昧及时归还

《升温升温！济南最舒服的
天儿来了！昨天2万人跑到这个网
红地赏花……》(生活日报济南头
条客户端)

网友@zhanghao2018:济南三
月乱穿衣。

网友@桃之妖妖：济南的春
天也是很美的……

《招聘会变吐槽大会，招聘
专员：95后要求高薪开心升职缺
一不可》(生活日报3月11日官方微
博)

网友@l品味人生 l :之前把员
工当牲口，用惯了，现在的孩子
不吃你们这套，企业开始不适应
了。

网友@是阿锦的微博:一顿操
作猛如虎，一看工资一千五。

《烧烤到底有没有致癌物？
大学教授做了个实验……》(生活

日报 3月 1 1日
官 方 微 信 公
众号)

网 友 @
J.E.N.young：专
家又要对烤串
下手了。记者
杜亚慧 整理

上济南头条
有话接着聊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王楠
通讯员 吴明 何伟

济南丢包事件最密集的地
方——— 济南火车站又有人丢包
了，里面有好几千块钱。这次丢
包的地方，还是在安检口。

3月10日晚6点50分，济
南铁路公安处济南站派出所
执勤民警接到旅客孔先生报
警称：由于着急乘车，自己的
一个装有6500元现金和笔记
本电脑的黑色单肩挎包，遗
落在了济南火车站二楼候车
室，但具体记不清是将背包
遗落在哪个区域。

接到报警后，济南火车站
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迅速行
动。由于失主无法提供详细的

地点，民警只能根据孔先生提
供的信息和检票的候车区域进
行查找。民警调取了候车室、进
站口等地方的视频监控，最终
在一楼安检口找到了孔先生的
背包。

此时失主已经到达了淄
博站，民警打开孔先生的背
包，与其电话沟通，核对了包
内物品完好无损。3月11日9
时许，孔先生赶到济南站派
出所，在民警值班室拿回了
丢失的背包，握着民警的手
不停地道谢，现场拿出1000
元表示感谢，被民警婉言拒
绝。

铁路民警提醒广大旅客朋
友们，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现金
出门，提前存到银行卡里，以免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济南7天查了447名酒司机 不少是群众举报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李虹瑶 王楠

从3月3日到3月10日，济南交
警平安7号行动在全市开展。在此
期间，交警共查获447名酒司机，其
中酒后驾驶307起，醉酒驾驶140起，
超员176起，非法改装机动车589起，
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5346起。

3月3日11时20分左右，市中交
警大队指挥中心调度，一辆卡口布

控车辆，车号为鲁A3***9白色宝马
轿车沿郎茂山路由北向南行驶，该
车驾驶人陈某涉嫌醉酒驾驶，驾驶
证被吊销后驾驶车辆；三中队接到
指令后，立即组织民警辅警在二环
南路九曲庄路口设点查处；经过仔
细排查车辆，民警徐世忠、王彦刚、
董宜明和辅警在路口将该车查获。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因陈某
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和
使用他人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

车的违法行为，将车辆依法扣留。
当晚8点40分许，指挥中心接群众
报警，一辆鲁AN***2白色大切诺
基在建设路涉嫌酒驾，指挥中心迅
速查看监控，并调度附近警力前往
事发路段，于21时通过监控查找到
该车辆在建设路与阳光新路路口，
同时调度二中队民警丁继承、三中
队民警魏琪前往该路口将当事人
及时控制，通过检测，该驾驶人酒
精呼吸值为316mg/100ml,涉嫌醉酒

驾驶。
行动期间，历下交警大队联

合历下公安分局还破获了一起
毒驾案。经查，当事人石某于
2019年2月21日在济南市历下区
解放东路某酒店中吸食冰毒，2
月22日驾驶鲁P7***N轿车途经
经十路洪山路口时，被民警当场
查获，经检测，石某体内甲基苯
丙胺呈阳性。历下交警大队依法
对其进行了处罚。

失失主主范范女女士士来来到到环环卫卫所所表表示示感感谢谢。。

□记者 李震

生活日报3月11日讯 日前，
市民范女士不慎将金手镯遗失在
济南街头，被正巧在附近进行保
洁工作的吕素珍捡拾。联系到失
主后，吕素珍将手镯归还，隔几天
范女士送来锦旗，对拾金不昧的
保洁员表示了感谢。

据经十东路环卫所所长王静
介绍，事情发生在3月4日上午，负
责经十路省博物馆附近路段保洁
工作的保洁员吕素珍像往常一样
工作着，在清理快车道路牙石下
的垃圾污物时，偶然间在一个下
水井附近发现一个亮闪闪的东
西，捡起来一看才发现竟然是一
个金手镯。

想到失主现在心情肯定很焦
急，吕素珍急忙联系了队长刘春
兰。正当两人准备返回所里时，正
巧发现一名女子在附近询问。“她
们就去问了问，得知女子丢了一

个金手镯，核实了女子就是失
主。”王静说，随后两人将金手镯
归还给了失主，失主连声感谢。

3月8日，失主范女士来到经
十东路环卫所附近一处公厕再次
当面致谢，由于当天吕素珍身体
不适，范女士没能见到她。随后，
范女士将锦旗交给了队长刘春
兰，向她表示了谢意，同时委托她
再次向吕素珍表示感谢。“咱保洁
员拾金不昧的精神，非常令我敬
佩，太感谢了。”据范女士介绍，丢
失的金手镯价值一万多元，本以
为找不回来了，还好遇到了拾金
不昧的保洁员。

王静告诉记者，所里的保洁
员经常捡拾到一些丢失的物品，
很多都价值不菲。“有手提电脑、
金银饰品、手机，还有一些钱包、
身份证、银行卡等。”王静说，每
当保洁员捡拾到东西，都会第一
时间通知队长，交到所里，并尝
试联系失主。

“雷锋月”欢迎大家来献血
沐浴着暖暖的春风，在3月8日

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一大早，太平人
寿保险公司的女神们就用无偿献
血的方式来为自己过有意义的节
日。

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李敬经理
和郭太芹同志说：“今天是三八妇女
节，我们公司姊妹相约来参加无偿
献血，感觉这样过自己的节日非常
有意义，我们还会在雷锋月里组织
无偿献血活动。”短短2个小时，共有

14名女同志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
达3800毫升。

山东省血液中心体采科举办
雷锋月活动，希望更多的人们加入
无偿献血队伍中来；同时也接受团
体预约献血，上门为献血者服务，希
望大家挽起衣袖，挽救更多的生命。
预约电话：82961185/82818051或在
山东省血液中心各个采血点预约。

通讯员 金孟民 王峰 王
臻 段荣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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