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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 QQ 加“前妻” 发现被骗后动武
参加宴席，两小伙互留 QQ 号

小张 21 岁，小范 28 岁，因为是远房亲
戚，两家人早已断了来往。 2014 年年底的
一天，两家人的另一家亲戚办喜事，小张和
小范都去参加了喜宴。

喜宴上，两人聊得非常投入，吃菜、劝
酒一直没有停。酒喝大了，小张提出留下小
范的 QQ 号。

宴席结束之后，两人各自回了家。

QQ 里相遇， 小范以为遇到
了“前妻”

2015年 12月，小张以女性身份在手机上
注册了QQ账号。 这时他想起了他的远房亲
戚小范，于是将小范加为他的QQ好友。

此时，小范早忘了小张，更不知道加自

己 QQ 的人是谁。 “会不会是我的前妻
呢？ ”小范当时问加自己 QQ 的这个人，但
是这个人一直没有回复。此后，小范多次给
对方留言，但一直没收到“前妻”的回复。

几天前，“前妻” 终于在 QQ 里回复
了， 小范欣喜若狂。 “前妻” 在 QQ 中留
言：“我想买部手机， 而且这段时间生病
了，需要看病，给我打 1000 元钱吧。 ”

想 复 婚 被 打 ， 小 伙 发 现
“前妻”竟是男亲戚

离婚后，小范的心里始终放不下前妻。
“前妻”的突然出现，让他觉得两个人复婚
是有希望的。

2015年 12 月 24 日 19 时许，小范喝酒
后与朋友一起开车到前妻家。门敲开后，前
妻和她哥哥来到了大门口。 通过聊天小范

得知，QQ 里和自己聊天的并不是自己的
前妻，小范当时很生气。

与前妻聊天过程中， 小范和前妻的哥
哥发生争吵， 前妻的哥哥在小范的轿车引
擎盖上砸了一个坑。 随后，两人发生争执，
小范挨了打。

回家后，小范想知道，与自己聊天的人
到底是谁。 于是，他在微信上以女性身份注
册了一个账号，当时小范输入 QQ 号，找到
“前妻”，查看“她”的照片时，小范大吃一
惊：“前妻”居然是他的远房亲戚小张。

相约见面，小范殴打“前妻”
“他骗了我 1000 元钱。 ”小范心里一

直这样想。
2016 年 1 月 4 日 18 时许，小范约小张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桥头镇文化广场见

面。小张前往文化广场后，小范与堂弟用事
先准备好的电缆等殴打小张， 随后又用车
将小张拉至朔北藏族乡下吉哇村公路边用
树枝殴打。

小张央求小范饶过自己， 说可以从舅
舅处拿钱还给小范。 但是，当电话打通后，
小张的舅舅说没钱，只有菜刀。 此后，小范
将小张送到衙门庄派出所， 要求警方处理
小张。

衙门庄派出所多方调查后作出决定，
小张因涉嫌利用手机 QQ 和微信多次诈骗
（未遂）他人财物，给予小张行政拘留 5 日
的处罚。小范因涉嫌故意伤害他人，依法处
以行政拘留 12 日，并处罚款 500 元。 小范
的堂弟因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被处以
行政拘留 7 日（不执行行政拘留），并处罚
款 200 元。

半小时内 43 人在“城市过道”方便
本报讯（记者 姚宇轩）西宁火车站

西侧，有一堵 300 米长的铁栅栏围墙，围
墙北侧是列车轨道，南侧是马路。 火车站
的职工将这段 300 米长的围墙称为 “亮
丽风景线”，这个“美名”不仅没有让西
宁火车站副站长张强感到高兴， 反而让
他很脸红。

1 月 19 日 11 时，一辆轿车突然停在
了“风景线”旁的马路上，司机快速打开
车门跑到了围墙旁， 隔着铁栅栏望向远
处，司机来这里并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
来方便的。 方便完，转身上了车，一脚油
门扬长而去。

从 11 时整到 11 时 30 分， 这样的情
景在“风景线”发生了 43 次，几乎每分
钟都会有人到这里方便， 有时候甚至一
分钟能来三四个人。

张强因为这事，很是头疼。“根本没办
法管理。”张强说，每天有好几百人隔着围
墙方便，形成一道“风景”，这道“风景”
让过往列车上的乘客看得一清二楚。

记者沿着围墙边走边看，墙上、地上
到处都是污迹， 整条道路弥漫着一股难
闻的气味。 围墙旁的一个高压配电箱是
“重灾区”，排泄物积累在墙根处，因为
天冷，尿液在配电箱周围结成了冰疙瘩。

不远处的桥墩子上， 贴着一张被撕
破的纸， 从残留的纸面上可以看见几个
字：“此处严禁大小便”。

张强说，平均每 18 分钟就会有一辆
列车经过这道“风景线”，平均每分钟都
会有人在这里方便， 许多乘客都可以在
火车上看见有人在这里方便， 非常不雅
观。

在“风景线”方便的绝大多数是男

司机，他们有两类，一类是接人或者送人
的私家车司机， 另一类是在周围拉客的
出租车司机。

大家都在“风景线”方便的原因和
周边的厕所分布有关。 整个火车站除了
站内，总共有四个厕所，全部分布在火车
站地下广场。 进站必须要车票，所以大部
分人上厕所只能去地下广场。

如果一名司机突然想要方便， 就必
须进入地下停车场， 停好车后再找卫生
间。 全程顺利的话，时间为七八分钟，这
中间还必须支付 5 元停车费。

许多司机都不愿意进入地下停车
场， 一是嫌麻烦， 二是不想交停车费。
“大家来火车站都是接完人或者送完

人就走， 进地下停车场不仅收费还麻
烦， 不去地下广场就没办法上厕所，内
急时只能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解决。 ”出
租车司机赵师傅说。 司机口中所说的最
隐蔽的地方就是车站西侧的 300 米围
墙。

记者采访了十名出租车司机和十名
私家车司机， 大家都和赵师傅的想法相
同：在火车站广场上厕所不方便，建议在
广场建公厕，设置醒目的标志。

“要想根本铲除这道 ‘风景线’，只
能建公厕。”张强希望相关部门能在广场
以及周边建几座公厕， 不仅解决上厕所
难的问题，也能够让这条西宁的“城市过
道”更加干净。

的哥开车看电视剧
乘客一路提心吊胆
本报讯（记者 李月娟）“在这十几分

钟的乘车时间里， 司机一直在看电视剧。
我真是提心吊胆，手紧紧握着车内的把手
不敢松开。 ”市民刘女士说起 1 月 14 日早
7 点许打车的情景，“我现在有些后怕，出
租车司机边开车边看电视剧，太危险了！”
刘女士那天早上从家门口打车去上班，的
哥看了一路的电视剧， 而她则担心了一
路。

“我坐到了后座上，刚坐稳，就发现前
面传来电视剧的声音，向前一看，司机前
方的仪表盘上，手机里播放着电视剧。 ”1
月 19 日， 刘女士回忆，“这十几分钟的时
间里，司机一直看着电视剧，而且看得特
别专注。 早上天还没亮，视线也不好，挺害
怕的。 ”看着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看得如此
专注，刘女士便提醒：“师傅别看了，好好
开车吧。 ”刘女士说出租车司机是个二十
多岁的小伙子，没理会她善意的提醒。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刘女士赶紧让
司机停车，给了打车费后迅速下车。

边驾车边看电视剧的行为，会受到什
么样的处罚呢？

西宁市公路运输管理处运政 110 工作
人员称，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做法，严重侵
害了车内乘客的利益，“一经查实，视情节
严重程度予以处罚。 ”

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传科党警
官称，驾车过程中看电视剧，安全隐患非
常大，是坚决不允许的。 这种行为同边驾
车边打电话的处罚类似，一经查实将处罚
款 200 元。

男子以为网友是前妻，与前妻见面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加了网友的微信后才知道，所
谓 QQ 中的前妻是他一个远房亲戚。 得知真相的后，男子决定化身女子约网友见面。

本报记者 祁宗珠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6年 1月 20日

青海省销售总额：659796 元 中奖总金额：6014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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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猜 2D 两同号
猜 2D 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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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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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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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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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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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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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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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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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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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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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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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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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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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15岁准妈妈贩毒被抓 买家竟是一 17 岁男孩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见过贩卖冰

毒的，很少见过贩卖 1 克冰毒的，五四大
街派出所民警真的遇到了。 这次，贩的不
仅是 1 克冰毒， 贩毒者还是个未婚先孕
的 15 岁女孩。

1月 16 日晚上， 西宁市公安局城西
分局五四大街派出所接到线索称， 有人
在新宁广场附近交易毒品。 接到线索后，
派出所立即安排民警蹲守。22 时许，一名
身高 1.6 米， 穿黑色外套的男孩慌慌张
张站在广场靠近五四大街的一角， 不时
抬头张望。

10 多分钟后，另外一个穿花色棉衣，
身高 1.6 米左右的女孩四处张望了好一
会儿后，快速走到男孩附近。 两人开始聊
天，向人多的地方走去。 走的过程中，女
孩不时回头看， 男孩也抬头盯着四周的
行人看。

民警已经确认， 这两人就是前来交

易毒品的嫌疑人。 此时，女孩突然从兜里
拿出一包纸，塞到了男孩的手里。

带班民警一声令下， 负责跟踪的民
警迅速上前，将两人控制。 当场搜出一小
包疑似冰毒的物质。 民警将两人带回派
出所后得知，女孩今年 15 岁，还没结婚，
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男孩今年 17 岁，是
第一次接触毒品， 两人是一个月前在一
家酒吧认识的。

女孩说，她父母亲早就离婚了，父母离
婚后，她先是跟着父亲生活，后来父亲不管
她了，2013年她离开父亲自己打工。 当晚，
民警只联系到了女孩母亲。

17 日上午， 女孩的母亲陪着女儿一
起在派出所做笔录，这个过程中，母亲一
直在骂女儿， 当听到女儿贩毒还怀孕的
消息，女孩母亲的情绪一下激动了。

“孩子我也不管了，你们爱怎么办就
怎么办。 ” 母亲大声说了几句后离开了

派出所。 笔录到此中断，派出所民警只好
请来社区工作人员，继续做笔录。

女孩告诉办案民警， 男朋友是在她
打工时认识的，现在两人租房子住。 1 月
16 日， 她以前在酒吧认识的朋友给她打
电话说，想找点货（冰毒）试试，于是她
找朋友寻找冰毒。 而被擒的男孩说，他之
前听朋友说冰毒好玩，想自己试试，所以
找以前在酒吧认识的女孩。

派出所收到的鉴定显示， 现场查获
的毒品约 1 克，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女孩
已怀孕两个月，
考虑到两 人 未
满 18 周岁，女孩
怀孕，警方对男
孩训诫教 育 后
由家人领回家，
女孩被取 保 候
审。

大家在高压配电箱旁边方便，既不雅观，也容易发生危险。 本报记者 姚宇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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