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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晓敏）有时，公共厕
所内出现一些小广告，这些广告内容不但
低俗，而且很难清除，污染公共场所的同
时也给保洁员的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刚洗掉没多久又来贴上，忍无可忍
我才求助媒体呼吁。”前不久，省城兴海
路滴翠园公共厕所的管理员王女士向记
者求助，她发现有人在公厕内张贴了一
些不雅广告。

第一次发现后，王女士立即清除了
贴在门板内侧的广告。可没过两天，这
些不雅广告又出现在公厕内，她再一次
清除，就这样，她刚清除没多久就有人来

贴上，王女士已经连续发现了四次。
王女士告诉记者，这些广告纸用强

力胶水贴上后，清理起来很麻烦，必须得
用小刀、铁刷，再用热水才能清理干净，
但这样反复擦洗后，门板上就会留下很
多划痕。另外，公厕人流量大，上厕所时
大家都关上了门，根本不知道谁在里面
贴了这些广告，因此监管起来难度非常
大。

王女士说，她每天的工作时间为 7
时至 23 时，时时刻刻清扫，尽量给市民
营造一个干净卫生的公厕环境，可对频
频出现在公厕里的不雅广告，她只能发

现一次清除一次外，没办法彻底解决问
题，这让她很头疼。采访中市民说：“城
市公厕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非
法小广告污染了公共场所的环境，希望
相关部门加大对非法广告的打击力度，
共同维护好城市的良好形象。”

据悉，根据《西宁市城市公共厕所管
理办法》规定，入厕人员应当遵守城市公
厕使用管理规定，禁止在墙壁和其他设
施上涂抹、刻画、张贴，若违反本办法规
定，将由区主管部门或者园区管理机构
责令清除，并按照每处五十元，最高不超
过五千元处以罚款。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半夜，市民陈先
生开车直行时被几名男子拦下。随后，陈
先生被多人暴打受伤，他驾驶的面包车也
被人砸坏。4 月 12 日，这起案件中四名嫌
疑人被西宁城北警方逮捕。

今年 1 月 17 日 22 时许，市民陈先生开
着面包车，往西宁市城北区青塘小镇附近
行驶。当面包车开进一工地附近的土路
时，车前方突然出现几名男子。

陈先生查看时，几名男子拉开车门将
他拉下车。随即，他被几名男子暴打受伤，
打完陈先生，对方拿着棒子继续打砸他的
面包车。砸坏车身及玻璃后离开现场。

当晚，陈先生拨打 110报警。西宁市公
安局城北分局大堡子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后，及时联系120将陈先生送到医院治疗。

是谁动的手，为什么动手？当晚，民警
在给受害人陈先生做笔录时，他说案发时
开车走的那条路没有路灯，也没有其他人
在现场。加上自己紧张，并不确定到底是
多少人打了他，至于他们为什么动手，陈先
生也说不清楚。

民警勘查现场、调取监控视频发现，当
晚陈先生开车路过柴达木路时并没有人开
车跟踪他，因此民警认为，嫌疑人有可能是
有预谋组织实施犯罪。此外，在另外的监
控录像中，民警发现有一辆轿车在事发后
一小时内离开现场附近。

2 月底，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
情鉴定显示，陈先生左腿胫骨粉碎性骨折，
伤情属于轻伤一级。由此，大堡子派出所
正式立案调查。

3 月初，根据民警前期调查的结果，在
城北区严小村村口将涉嫌故意伤害罪的嫌
疑人陈某等 4 人抓获。此外，相关线索显
示，此案的另外两名嫌疑人董某、陈某某已
经潜逃。

经审讯，4名嫌疑人对使用橡胶棒殴打
他人致伤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主要嫌
疑人交代，案发前，因为跟陈先生的老板有
纠纷，所以他们当晚开车到工地附近等候陈
先生的老板俞某。当晚 22时许，面包车出
现在建筑工地附近的土路上，他们将车截停
在路边。随即将司机陈先生拉下车暴打，还
砸坏了面包车。可没想到，开车的不是俞
某，而是他的工人陈先生。

3月 7日，四名涉嫌故意伤害罪的嫌疑
人均被西宁城北警方刑事拘留，警方将另
外两名嫌疑人董某、陈某某网上追逃。

凌晨，四个人上了他的车
4 月 13 日凌晨 1 时 56 分许，谭师傅

驾驶着出租车经建国南路中发源时代广
场附近时，一名男子招手拦下了他的车。

上车的总共有四个人，两名男性两
名女性。一名男子坐在了副驾驶座，另
外三人坐在了后排座位上，两名女乘客
分坐左右，另外一名男乘客坐在后排中
央。

乘客上车后，谭师傅询问去什么地
方，对方表示要去博文路。当车开到德
令哈路时，对方又说要去八一路小学附
近。据谭师傅说，在这期间，他除了询问
了一下目的地，再没和对方说过一句话。

出租车到达八一路小学附近时，对
方又让谭师傅把车开到旁边的一条小巷
里。谭师傅说，那条小巷里因为没有路
灯，很多出租车司机都不愿进，但当时因
为对方要求他开进去，他就没多问，把车
开了进去。

视频显示，车租车内两名
男子动手打人

当出租车停在对方指定地点后，坐
在后排的两名女乘客先后下了车。

谭师傅说，当时，靠左边车门的女乘
客想从左边下车，但由于出租车后排左
边车门是锁着的，因此提醒她从右边下
车。

随后，坐在后排中央的男子身子往

后挪了挪，让左边的女乘客从右边下了
车。就在第二名女乘客刚下车后，坐在
后排的男子身体突然探向前排，用拳头
殴打谭师傅。而坐在副驾驶座的男子起
初佯装掏兜，在后排男子开始殴打谭师
傅后，一把扯住谭师傅的头发，也开始对
他实施殴打。

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两名男
子先后对谭师傅施暴，并且每一下都瞄
准谭师傅的头部，坐在后排的男子还蓄
意损坏了出租车内的监控探头。根据视
频上显示的时间，两人殴打谭师傅近 40
秒。

据谭师傅事后回忆，在前往八一路
小学附近的途中，对方多次有可疑举
动。一次是在车辆行驶到康乐附近时，
坐在副驾驶的男子不知为何把手机交给
了坐在后排的一名女子。

此外，当出租车快到达八一路小学
附近时，前排的男子多次询问后排的女
子是否要进入八一路小学附近的巷子
里。

“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到了八一路小
学附近之后，还要去其他地方呢。”谭师
傅说，对方对他一阵殴打后，前排的男子
先下了车，后排的男子依旧殴打他。此
时，他将车向前开了几米，之后因为担心
把车碰坏，又停了下来，后排的男子也乘
机下了车。

先下车的两名女性去了哪里？谭师
傅说，因为事出突然，他根本没有在意，
而且对方也没有向他支付车费。

司机称，事发之后车上200
元现金不见了

离开八一路小学附近的巷子后，谭
师傅立马报了警。4 月 13 日早晨，谭师
傅去修车时，发现放在车里的 200 元现
金不见了。

“凌晨那会儿事出突然，就没顾上这
些。但我不会记错，我还记得那天拉他
们之前我挣了 340元钱，那 200元整钱我
就顺手放在了车门那块儿。”谭师傅说。

事发第二天，谭师傅开始觉得头昏
昏沉沉的，并伴有一些耳鸣。于是，他去
医院做了检查，初步结果显示没有什么
大碍。对于自己为何招致殴打，他至今
都没想明白。

谭师傅说，他大概是事发的三天前
才接的这辆车，因为之前自己的出租车
出了点毛病，刚好朋友的这辆车空着，于
是他接手先开两天，没想到会出这种事。

事后，他第一时间把事情和事发视
频发给了朋友，其中一名出租车司机在
看完视频后，发现那四个人正是于 4 月
12 日 23 时许坐着他的车去的中发源时
代广场。

目前，这一案件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西海都市报将持续关注。

本报讯（记者 季蓉）记者从城西区城
管局获悉，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创城成果，
有力打击非法涂写、张贴小广告行为，连
日来，城西区城管局专项打击非法小广告
治理小组积极组织开展严厉打击整治张
贴小广告专项行动，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近日，城西区城管局打击非法小广

告专项治理小组执法人员在兴海路小学
附近巡查时，发现一名疑似散发非法小
广告人员曾某，随后对其跟踪，发现该女
子正与一名市民交接包裹。交接期间治
理小组人员将其抓获，并带至执法大队
办公室调查询问。

从曾某交接的包裹中发现多张“办

证刻章”非法小广告及已制好的多张假
证件，其中包括离婚证、不动产权证书共
计三张。据曾某交代，她已经在胜利路、
五四大街等地段张贴 80 余处非法小广
告。随后，城管局专项治理小组人员依
据《西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曾
某经济处罚 1000元。

本报讯（记者 贾雪琦 通讯员 陈祥
萍）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刘
某伙同他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长
达 140 个小时却触犯了法律。日前，西宁
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将刘某、雷某等五人
以涉嫌非法拘禁罪依法批准逮捕。

被害人王某与犯罪嫌疑人刘某本是朋
友，但王某欠了刘某一笔钱，因手头资金紧
张，一直未还清这笔债务，刘某也经常催促
王某还钱。不久前，王某又打电话找刘某
借 300元钱，刘某本想拒绝，但转念一想，这
是让王某尽快还清所欠债务的好机会，便
相约王某在某超市门口见面，并立即打电
话找雷某、马某等人前来帮忙索债。

就在王某和刘某碰面时，雷某上前厮
打王某，并将其踹倒在地，要求他立即还
钱，王某称一周之后筹到钱马上还钱。但
刘某等人并不答应，立即挟持王某坐上
车，驶向提前预订好的宾馆。在宾馆内，
刘某等人对王某实施了殴打，并将其非法
拘禁在宾馆长达六天五夜。

在此期间，五名犯罪嫌疑人轮流看管，在
王某筹钱无果后，刘某等人勉强同意求助家
人，家人得到消息报警后，王某才得以解救。

凌晨时分 的哥突遭两名乘客殴打
本报记者 郑思哲

4 月 13 日晚，西宁一段出租车司机被殴打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一名出租车司
机被打，直到对方撒手才得以脱身。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乘客对司机拳脚相加？

4 月 13 日，西宁市城北
区组织辖区各镇、街道、机关
单位和人民团体两千余人，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记者 马小玮
通讯员 马银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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