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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歹徒!一个叫靳海疆!一个叫靳
小六" 当地村民"

派出所里! 靳海疆摇头嘀咕#$ 那
货!不是警告过他吗!怎么还敢报警% &

' 还指望弄
!""

万呢!除了还债还发
点小财"这下毁了!人出不去!债也还不
上了"&靳小六叹息说!他们密谋绑架他
人!其实早在今年

#

月初就开始了" 两
人因为做生意赔了!欠别人几十万元的
债务"

$

月
!"

日! 两人多次踩点后锁定目
标#在镇上做瓷砖生意的李志军"

次日上午!二人找到李志军的家门
口!看到有个小男孩正在看书!猜测可
能是李志军的儿子"

时机到了" 靳海疆上前说要买瓷
砖!但找不到李志军的商店"

这小男孩正是李志军的儿子彤彤!

在家憋了很长时间!一听要出去!马上
喜形于色#' 我带你们去" &

彤彤一上车!当即被反背双手捆了
起来!嘴巴被宽胶带粘住!眼睛被黑布
蒙住" 等去掉黑布时!已在阴暗潮湿的
低矮土窑洞里"

' 爸爸不知道我被关在这里 !没
法救我" 我一直在听 !外面有没有警
报响" 警报一响!警察就来了((&彤
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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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郑州打工的小张说!去年下半年!

他花
'""

块钱!买了个手机!保修期
!

年"

可是!没用几天!显示屏就坏了"

修了两次不行! 手机卖场给他换了
一部新机"

可是!新机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今年
$

月
(

日! 他拿着手机再次找上
门!要求维修"

这次!手机修了
!

个多月!最终!答复
说手机私自打开过!不管了"

' 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小张想问!他
该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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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买的手机出毛病 售后不负责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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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虎今年
)!

岁!在新郑一家公司上班!负责考
勤" 平时!公司里的员工一般都不敢得罪他"

今年
&

月
("

日晚上! 高虎约了几个朋友在一
家酒店小聚!几人猜拳行令!开怀畅饮"

至当晚
'

时许!已有几分醉意的高虎!与朋友
分手后!一个人在街上转悠"

百无聊赖!他拨通了女同事小娜的电话#' 你
在哪儿住!我想找你说说话" &

他知道!年轻靓丽的小娜一个人住!房子就
租在附近"

jk lmnopqfg[

接到电话!小娜不敢得罪高虎!应付着说出
了大概位置#' 我在新郑某公司

)

楼" &

不想!高虎真的找上门来"

接连两次摸错门后!高虎借着酒劲撞开了第
三个屋门"

隔壁房间听到动静! 出来一个年轻男子!看
了一眼高虎!又回到了屋内"

这次!高虎借着外边的灯光!看见屋里的人
正是小娜" 小娜也大喊起来!' 你出去" &

高虎一把捂住小娜的嘴!欲行不轨"

小娜使劲挣扎!并大喊' 救命&"

争吵声再次引来了隔壁的年轻男子!他站在
门口询问#' 你们干啥呢!认不认识) &

' 认识!认识!我们正在谈朋友" &高虎连忙出
去解释" 男子摇摇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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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赶紧走" &此时!小娜已乘机穿好睡
衣" 高虎不理!又上床按小娜" 小娜急了!一边挣
扎一边大喊' 救命&"

高虎将自己的腰带解开抽出来!打算绑住小
娜" 结果!被小娜一脚踢倒在地"

这时!小娜的呼喊声!又将隔壁的男孩招来"

小娜连忙跑出门外! 请男孩帮忙将高虎赶
走"

高虎悻悻离去!又独自在街上转悠"

几分钟后!逐渐清醒的高虎!开始后悔自己
的行为!' 以后在一起上班咋面对小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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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算回去道歉"

踉踉跄跄的高虎折回小娜房间时!发现里面
已空无一人"

他打算等小娜回来!道完歉再走"

但酒后困乏的高虎!不知不觉躺在小娜的床
上睡着了"

其实!小娜出去后!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了
案"

在警察准备实施抓捕时!却意外发现!高虎
正躺在小娜的床上打呼噜熟睡"

高虎被民警抓了个正着"

案件移交法院时!高虎后悔不迭!表示愿意
改过自新!希望得到小娜的谅解!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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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未遂酒后困乏
他躺在女同事床上睡着了 这起绑架案

闹出俩' 黑色幽默&

绑匪来电话#' 你儿子在我这里&!家长以为是熟人#' 好吃好喝招待着啊&

家长带着警察来了!绑匪很意外#' 不是警告过他吗!怎么还敢报警% &

今年
)$

岁的李志军!家住
登封市卢店镇!做瓷砖生意已
经
!"

多年!家道殷实"

$

月
!!

日上午
!"

时许!李志
军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一男子
说#' 你是李志军吗%你儿子在
我这里" &

' 哦! 那好吃好喝招待着
啊"&李志军以为是熟人!随口
说了一句!就放下电话"

不料对方马上又打过来#

' 谁给你开玩笑) 你儿子在我
手里!抓紧时间弄钱!不然就
戳死他) &

李志军顿时大惊失色!这
才明白

!)

岁的儿子遭人绑架
了"

对方向李志军提出 #拿
)""

万!不准报警!否则别想见
孩子了"

' 不报警 ! 孩子更没希
望"&放下电话的李志军!随即
拨打了

!!"

"

歹徒索要赎金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还不停地更换电话"

在民警的暗示下!李志军最后答应歹
徒#必须保证孩子安全!给

!""

万元"

$

月
!)

日深夜
!!

时许!歹徒几次更换交
易地点后!最后提出 #在禹登* 禹州至登
封+高速公路口交接,

!&

日凌晨
(

时许! 俩男子驾驶一辆摩
托车等候在交易地点附近"

一辆面包车很快来到二人身边"

突然! 面包车两边的车门同时打开!

右边先下车的一小伙猛地扑向站立的俩
男子"

' 坏了) 他们不是来送钱的) &一男子
大叫"

)

个人都摔在地上" 车上下来的另几
名小伙随即上前!将俩男子控制"

' 我们是登封市局大案中队的" &先下
车的小伙说"

根据俩歹徒的供述!民警在一个仅有
半人高的土窑洞里!找到了人质彤彤"

' 孩子明显被吓傻了! 呆呆地坐在地
上!一句话也不说" &中队长黄运征说!当
时!孩子的脖子被一条铁锁链捆着!铁链
子一端系在一根铁棍上!双手从后面被宽
胶带扎得死死的! 身旁扔了几瓶矿泉水-

几包方便面,

凌晨
)

时许!彤彤与家人相拥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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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虎酒后摸到女同事小娜家欲行不
轨!被邻居制止后!他后悔了!又回去找
小娜道歉!不料倒在小娜的床上睡着了,

昨日! 新郑市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
强奸未遂案!高虎被判刑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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