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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 今天中午1时
许， 长沙168路公交车刚刚驶离人
民路立交桥北站不远，司机李剑发
现车厢内有一条小狗，便打开车门
要求犬主带它下车，避免其他乘客
受到伤害， 不料遭到狗主人的殴
打。

事发后， 司机被送入医院治
疗，打人者已接受派出所调查。

事发：司机拒绝带狗乘车被打

监控视频显示（扫版面右上角
二维码看现场视频）， 中午1点24分，
李剑驾车驶入人民路立交桥， 一乘客
上车后， 有一条白色小狗从其左侧蹿
上车， 速度很快， 且小狗并没有牵绳
子。当时车内人数大约有20余人。

行驶不到一分钟，李师傅发现
车内有一条狗， 便立即靠边停车，
转身提醒车厢内乘客：“谁带的宠
物狗，麻烦带下去”，随后便打开了
车门。这时，一名穿蓝色衣服的男
子回答了几句，司乘两人有简短对
话。司机依然坚持要男子将狗带下
车。

男子突然冲向驾驶座，用手扼
住李剑的脖子，一顿推搡，并用力
对其头、颈部进行殴打。李剑疼得
捂住了自己的头部，一名女乘客上
前劝阻男子。男子再次与司机理论
后，转身抱起小狗，但仍未下车。

李剑关上车门， 拨打了110及
车队电话。

声音：市民谴责男子带犬乘车

对于乘客携带犬只乘车并殴
打司机，不少市民表示谴责。

“公共区域不能带宠物， 特别
是封闭的空间，因为这有很多突发
的危险因素，而且有很多人确实害
怕动物。公交司机保证大部分乘客
的安全，做法很正确。”乘客王先生
表示，“宠物主人违规带狗上车，还
动手打人，一定要严惩。”

“既然规定了宠物不让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我们还是应该遵守。”
市民蒋女士养了2条狗， 她呼吁所
有犬主文明养犬。

回应：打人男子被派出所带走

记者在长沙市八医院见到了
躺在病床上的李剑， 事发后120救
护车用担架将其送至医院，“我没
有注意小狗上车， 之后提醒乘客，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了。”

车队负责人陈红兵介绍，李剑
伤势严重，医院初步诊断为椎寰枢
关节半脱位， 头颈部位受损等，但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目前，打人男子正在五里牌派
出所接受调查。 ■记者 石芳宇

本报4月8日讯“嫌疑人为了
拒捕，直接把自己挂在了60余米
高的大楼外墙上。”今日，益阳市
朝阳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何佳向记者讲述了近日的一次抓
捕行动，最终抓人变救人。

3月24日傍晚， 益阳高新区
一门店突然冲进来一名持刀蒙面
男，将女店主挟持到门店的二楼，
逼迫店主交出银行卡及取款密
码。随后，蒙面男通过自动取款机
取走1万元现金， 并迅速逃离现
场。案发后，益阳市公安局和朝阳
分局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追踪，锁
定犯罪嫌疑人万某的藏身点位于
长沙宁乡某小区。

26日傍晚， 民警在万某所住
的小区潜伏下来， 计划等其下楼
后实施抓捕， 可万某并没有下楼
的意思。 办案民警正在思考下一
步行动计划， 此时万某所在小区
业主发现小区里面突然来了几名
陌生人，在小区里“无聊”地溜达，
误以为是坏人， 便在业主群里提
出让物业管管。担心打草惊蛇，27
日下午， 朝阳分局副局长李丹果
断指挥民警发动强攻。 在宁乡警
方的支持下， 两地民警选择破门
而入。 惊慌失措的万某竟攀爬到
23楼的窗外试图逃脱抓捕。 然而
他用脚往下试探了几次， 没有找
到支撑点， 只能双手死死抓住窗
户，整个人“挂”在外墙上，惊险万
分。

“发现自己身陷险境又无处
可逃， 嫌疑人吓得嚎啕大哭。”何
佳告诉记者， 夺路而逃的万某当
时像一只硕大的蜘蛛挂在60多
米高的大楼外墙上。 为了救下身
处险境的万某， 民警一边和他聊
天一边思考如何救助， 在与万某
攻心谈判的过程中， 民警抓住机
会，用手铐铐住他的手，合力将他
拉进室内，将他救下来。

目前， 万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浩

2015年长沙市出台的《长沙市公共汽车乘车规则》规定，
乘客乘车时不携带有碍安全健康和舒适乘车的动植物或有异
味的物品乘车（有识别标志，且采取保护措施的导盲犬、执行
任务的警犬除外）。)而《长沙市养犬管理条例》也规定，从2019
年5月1日起， 养犬人携犬出户时不得乘坐除小型出租汽车以
外的公共交通工具。乘坐小型出租汽车的，应当征得驾驶人员
同意。盲人携带导盲犬和肢体重残人携带扶助犬的除外。

违规带狗乘公交车被拒
男子竟对司机扼脖殴打

持刀抢劫嫌疑人
悬挂60余米高空拒捕
民警抓人变救人

长沙禁止带狗乘车

嫌疑人万某为拒警方抓捕，整个人悬挂在60余米高的阳台之外。 警方 供图

今年3月24日，开福区警
方在该市场内将犯罪嫌疑人
熊某一举抓获。经审查，熊某
对其敲诈勒索他人的违法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归还了
停车场的经营权。

“多亏警方 打掉 了 这

个‘恶霸’ ，让我可以安心
经营停车场了。” 拿回经
营权后，张先生高兴地说
道 。

目前， 熊某因敲诈勒索
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深挖当中。

一“拳”下去，他可以安心经营停车场了
案情：恶霸替人“讨债”，多次实施敲诈勒索 结局：警方除恶，促其归还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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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拿回了
停 车 场 的 经 营
权。”从2017年12
月开始，在长沙市
开福区四方坪附

近经营停车场的张先生，被熊某以讨债为由，强占了
两个停车场的经营权。今年3月24日，开福区公安局
将熊某抓获后，张先生如愿拿回了停
车场的经营权，安心经营。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张铁山

2017年12月，张先生与
相关部门签订协议， 依法取
得了开福区毛家桥大市场附
近桥下停车场的经营权，收
益还不错。

可本本分分地经营却被
熊某盯上了。2018年3月，一
再忍耐后， 无奈之下张先生
只得向四方坪派出所报案
称， 有人强占了他两个停车
场的经营权。

辖区派出所立即介入调
查， 而当事方熊某则一直坚

称与张先生存在经济纠纷，
才强占的停车场。

发现问题严重性后，派
出所立即将案情上报开福区
公安分局，并由分局扫黑办、
刑侦大队、 四方坪派出所展
开核查取证。 经民警多方走
访调查发现， 张先生确实在
外有债务关系，20多岁的熊
某得知此事后， 在并未取得
债权所有人授权的情况下，
以替他人“讨债”为由，多次
找到张先生实施敲诈勒索。

【报警】恶霸强占停车场经营权

【调查】 暴力威胁实施敲诈勒索

“2017年3月以来， 共作
案3起。” 办案民警介绍说，
2017年3月，熊某以替杨某索
要1万元欠债为由，逼迫张先
生写下3万元的欠条，并威胁
其分多次将钱还清。
“张先生确实有欠杨某的

钱， 于是给了他一万多元。”
见如此容易得逞， 同年9月，

熊某又以替其叔叔要债为
由，采取暴力威胁手段，逼迫
张先生转让停车场的经营
权。同年12月，熊某又逼迫张
先生写下一张5万元欠条，强
占其毛家桥大市场桥下停车
场3500平方米经营权，“从要
债， 逐渐演变成了想强占停
车场的经营权。”

【结局】 警方打恶，归还经营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