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房转手倒卖

一男子获刑三年半

晨报讯（记者 秦颖）因赌博欠下巨款，

山城区的张某和李某租了房子， 伪造证件转

手将房子卖了出去， 骗得 15 万元。 3 月 19

日，赵某因采用伪造证件手段骗卖他人房产、

非法获利 15万元，被山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3年零 6个月。

2011 年 12 月，李某赌博输掉 3 万多元，

为还赌债， 他萌生了办假证将出租房屋销售

的念头， 并与同样好赌的张某一拍即合。 随

后， 两人用伪造的身份与山城区一位没有房

产证的业主签订了租房协议。房子刚租下，二

人就开始在大街小巷张贴售房广告。

为获取买主信任，除了购房协议书、交房

款收据，李某还伪造了物业费收据、物业管理

服务协议及业主入住验房表等证件。 12月底

他们与白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 将租来

的房子以 18万元的价格出售。

白女士先交了 15 万元房款，李某和张某

担心骗局识破，携款逃匿。 2012年春节前，白

女士按照约定与赵某联系时， 才发现二人已

经联系不上了。随后，她到相关部门查看房产

信息，才得知手里的所有手续都是伪造的。白

女士立即报警。 2012年 2月，李某落网，张某

仍在逃。

今年 3月初， 山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该案。 经审理，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

同他人骗取对方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合同诈骗罪。 3 月 19 日，李某因犯合同诈

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零 6 个月， 并处罚

金 5万元。 （线索提供：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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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

的张峰医生告诉记者，去年

冬天收治了一名患者，这个

孩子就是因为穿暴走鞋摔

倒，导致上肢骨折。“正常人

的脚部有三个负重点———

大脚趾、 小脚趾和足跟，暴

走鞋鞋底轱辘弹出后，只有

后跟是着力点，不太容易保

持平衡。 如果没有看护人，

又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穿着

暴走鞋在马路上滑行是很

危险的。 此外，儿童的踝关

节的稳定性相对比较差，很

容易造成踝关节扭伤。 ”

老人风雪中迷路又犯病

热心人帮买药还送回家

晨报讯（记者 李丹丹 通讯员 王辉）

3月 19日上午， 一名 70 多岁的老人迷路了，

在风雪中徘徊了 2 个多小时， 后来心脏病复

发，多亏遇上好心人李少波，给其买药止痛，

多方打听将老人安全送回了家。

原来，老人姓王，是外地人，儿子在鹤壁

工作，老人过来看儿子，住了还没两天。 19 日

上午，他出来买东西，没想到出门转了几个弯

竟然迷路了。 老人连儿子的手机号也不记得，

只好站在鹤煤集团办公大楼前来回转悠。 风

冷雪大路滑，老人一时着急，心脏开始难受起

来。

�“就在这时，从此处经过的李少波看到我

爸，上前询问情况，还把我爸爸带到鹤煤保卫

处躲风取暖， 自己跑到马路对面的药房给他

买来了速效救心丹，还端来了热水，看着他把

药服下。 ”王先生说。

“看着我吃药好多了之后，他一边安慰我

不要着急，一边跟我说话帮我回忆小区地址，

但我只记得小区门口有个超市。 ”王先生说，

李少波找来车辆， 载着他在周边来回转，“他

让司机慢慢开， 还详细地给我讲解附近的地

形、路况。 ”当车行驶到福汇佳苑之后，老人看

见正在找他的儿子的身影，这才如释重负。

老人的儿子王兵说：“我爸 70 多岁了，患

有心脏病，迷路后，多亏了李先生，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 ”

穿暴走鞋路上“飘”

脚跟一磕滑出去

安全隐患令人忧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 8 0 条规定：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

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

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

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3 月 2 0 日上午，在新区黄河路与衡山路交叉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由北向南行

驶的银色载货面包车与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红色轿车相撞。 相撞后，面包车侧翻在路上，车

上的货物也被甩出大半。 而红色轿车的前部撞坏后，气囊也弹了出来。

据目击者窦先生介绍说，红色轿车的司机被甩出了车外，伤到了腿部。 面包车中的一名

男子也被甩出车外，脸色也黄了，似乎是伤到了胳膊。 据了解，红色轿车上的司机和面包车

上受伤的 3 人都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图为事故现场。

晨报记者 张志嵩 /图 苗苗 /文

车祸惨烈

□晨报记者 王帅 实习生 樊琳琳

以为是同学恶作剧

不料遇到偷车贼

晨报讯（记者 周凯楠）一男

子潜入车棚偷自行车，谁知恰好被

车主当场发现。 3月 20日，记者获

悉，偷车人李某已被行政拘留。

3月 18日 11时许， 鹤壁职业

技术学院的学生小魏准备骑车外

出，一进车棚，他就看见一个人正

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 起初，他以

为是有人准备搞恶作剧，后来却发

现这人从衣服下面掏出钳子等工

具蹲在车旁开始撬锁。“当时仔细

一看，那人撬的正好是我的车。 ”他

随即大喊了一声，那人被吓得撒腿

就跑。 小魏赶紧去追，还打电话报

了警。 接到报警后，九州分局治安

管理一中队值班民警迅速出警。

记者从处理此事的民警那里

得知，出警时他们一直保持与报案

人电话联系。他们赶到学校的操场

时看到一名学生正在追赶一名青

年男子，当时那名青年男子已爬上

了操场的围墙准备翻墙出去，民警

立即上前将青年男子制伏，并当场

收缴钳子等作案工具。

经询问，偷车的青年男子叫李

某，内黄县人，他对在鹤壁职业技

术学院偷自行车一案供认不讳。

目前， 被盗自行车已返还小

魏，李某被处以行政拘留 14日。

（线索提供：魏振军 张宝奎）

“嗖的一声，小孩子就从你身边窜过去了，快得

吓人。 定睛一看，原来鞋子下面还带着小轱辘。 孩子

看见同学穿，也吵着让买。 马路上车来车往的，这样

多不安全呀。 ”近日，多位家长向记者反映。

暴走鞋长啥样？

在新区步行街西区， 记者看到一些商铺

在店门上打出“暴走鞋”广告。从外观上来看，

暴走鞋与一般的滑板运动鞋并没太大差别，

只是鞋底比一般的运动鞋稍厚，鞋底有坡跟。

其实，暴走鞋的“小秘密”掩藏在鞋底，鞋子后

帮伸出了个“小尾巴”，只要轻轻一按，鞋跟就

会伸出个小轮子，穿上鞋子一抬脚尖，就能滑

出两三米；不想滑行，再按一下“小尾巴”，可

以将滑轮收在鞋后跟。 暴走鞋的价位普遍在

100元 ~120元。

一家卖暴走鞋的店主告诉记者， 暴走鞋

早在几年前就已在国内其他城市流行， 我市

从去年秋天开始流行的，销量至今都还不错。

暴走鞋最大的鞋码可达 40 码， 男款女款都

有。记者发现这种暴走鞋的底部有提醒事项，

如有的鞋款提示 6 岁或 8 岁以下的儿童禁

穿，还有的提示 11 岁以下儿童在有监护人陪

伴时才能穿，穿时要注意穿戴护腕、护膝、护

肘等安全装置，恶劣天气不可穿。

当记者拿起一款暴走鞋时发现， 鞋底较

硬且比一般的运动鞋要重很多。问及原因，店

主说因为暴走鞋的底部比普通鞋多了一个滑

轮，鞋的厚度会有所增加，鞋子自然就会比平

常的鞋重一些， 鞋底较硬也是为了耐磨，“我

们卖的暴走鞋一般在 100 元左右， 贵一点的

120元。 ”

记者走访几家店铺， 店主几乎都回避暴

走鞋的安全问题。

老师担心安全隐患

记者昨日采访了我市部分学校的教师和

家长，多数人对孩子穿暴走鞋持反对意见。

“上个学期在学校走廊里看到有孩子穿

暴走鞋，因为滑行速度较快，很可能会撞到其

他学生，也可能自己受伤。 特别是下楼梯时，

学生可能会不经意用脚碰到鞋后帮的按钮，

鞋底的轱辘弹出来后脚下打滑， 栽下来怎么

办？ ”淇滨小学的胡老师说，当时发现有孩子

穿暴走鞋后， 他们年级的老师就商量禁止学

生在学校穿这种鞋。

胡老师说，刚开始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

后来听说对孩子身体发育也有影响， 学校下

了禁令，学生在校不得穿暴走鞋，所以这学期

以来很少见到有穿暴走鞋上学的孩子。不过，

她在批改孩子的作文时才发现， 有孩子仍然

在家里穿着玩儿。

市民孟女士说， 虽然没见过暴走鞋什么

样子，但前一段时间孩子还一直吵着让买，她

没买。后来，孩子的班主任说如果谁穿暴走鞋

上学，就不让去上课，孩子也不要求买了，“听

说鞋后跟带轱辘，放学后过马路，不方便，又

不安全，毕竟不是运动鞋。 ”

穿暴走鞋受力不稳

曾有孩子因此骨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