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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
(记者 刘彦朋 通讯员 张
晶) 11 日，聊城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发布消息称，把
2011 年定为酒驾专项整治
年，针对县(市、区)酒驾高
发时段、高发地点，做到每
天必查，并把全年每月的 10
日、 25 日定为全市集中统

一行动日。
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为预防重特大道路
交通事故，支队决定 2011
年在全市开展整治酒后驾驶
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使
市、县城区重点时段基本消
除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因酒
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下降

20% 以上。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支

队总结了近年来酒驾发生规
律以及事故发生的特点，决
定以各县(市、区)大队为单
位，每季度进行一次交叉互
检互查，每月的 10 日、 25
日为全市集中统一行动日。
以饭店、餐馆、娱乐场所周

边路段等酒驾行为高发区域
为重点，针对县(市)区酒后
驾车易发的 13 时至 15 时、
20 时至次日 2 时酒驾高发
时段，定点设卡查缉，坚持
每天中午、晚上必查，提高
拦查的频率。针对农村地区
节庆、婚丧嫁娶等酒后驾驶
违法行为，要流动突查。

此外，为应对春运期间
的交通安全形势，市交警支
队决定于 1 月 10 日至 3 月
10 日，在全市集中开展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行动。在此期间，将对酒
后驾驶、超速行驶、涉牌
涉证、超员、低速载货汽
车、三轮汽车和拖拉机违

法载人、不按导向车道行
驶 、 驾 乘 摩 托 车 不 戴 头
盔、不系安全带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查处量同比
上升 10% 以上，一次死亡
3 人、 5 人以上道路交通事
故同比减少，坚决杜绝一
次死亡 10 人以上特大道路
交通事故发生。

每月10日、25 日集中查酒驾
酒驾高发时段每天必查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
(记者 刘云菲) 11 日，阳
谷县十五里园镇的吕其国致
电本报称， 5 天前他 59 岁
的岳母王雪仙乘车从阳谷十
五里园镇到市区看外孙女，
半路失踪了。家人四处寻
找，至今没有老人的消息，
家人很着急，希望通过本报
尽快找到老人。

吕其国说，他家是阳谷
县十五里园镇陈店村的，岳
母王雪仙家住在十五里园镇

上。不久前，他的妻子刚刚
产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家里
人都很高兴，轮流从阳谷来
市区医院看望妻子和孩子。
4 日，王雪仙来过医院一
次，她不识字，上车下车都
要有人接送。“ 4 日晚上，
我就送岳母和我妈回家，谁
知道 6 日她自己坐车出来
了，家人不知道，她就走失
了。”

吕其国说，岳母从未独
自离开过家，平日很少出

门，也不识字，走失的可能
性很大，有可能坐车到阳谷
县车站，当成是聊城就下车
了，这才走失。“我妈精神
没问题，可是不识字，身上
也没带多少钱。”

吕其国着急地说，他们
本以为老人能很快回家，
可没想到过了几天还没老
人的消息，全家人都很着
急，妻子情绪一直不好。
“只要有人打电话问妈的
事，她就哭。她还在坐月

子，身体快垮了，家人都
快急疯了。”

吕其国描述说，王雪
仙身高约 1.6 米，出门时身
穿一件蓝色羽绒服，羽绒服
的帽子边有绒毛，“我们去
阳谷车站问过，他们说见过
老人，买了几个饼就走了。
希望好心人能帮帮我们。”吕
其国说，如果有人知道线索，
希望能及时联系他。联系电
话 ：1 3 9 6 3 5 1 6 7 4 1 、
13406366370

老人去看外孙女半路走失
走失 5 天了，阳谷这家人急盼老人归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
(见习记者 赵寰) 女孩小
董本来答应 1 月 9 日和 1
月 11 日，给两个好朋友做
伴娘。9 日当了一次伴娘
后，因为客人闹得太厉害，
下次她不敢去了。

1 月 9 日，伴娘小董高
高兴兴地陪新娘来到朱老
庄镇一个村，参加婚礼。陪
新娘拜完天地后，小董的麻
烦来了。“新郎新娘拜完天
地，要入洞房了，没想到贺
喜的那些男青年，大都冲着
我闹开了！”小董说，没等她
缓过神来，一群小伙子“忽”
一下把她抬进新房，关上
门。刚开始，四个人拉着她
的胳膊和腿往床上摔，摔了
十多下，“疼得我直喊，可是
他们还是不住手，反而哈哈
大笑。”

小董说，摔完后，屋里
十几个男的往自己身上压。

“当时都快窒息了，我大声
喊，让他们别闹了，但没有
人住手。还有几双手在我身
上乱摸。”大约过了 20 分钟
后，他们才把小董放开走出
新房。小董说，这期间没有
人阻止，反而听到很大的笑
声。

闹完后，小董很长时间
没有缓过神，觉得很丢人。
新娘告诉小董，这是当地的
习俗，一般都会闹漂亮的伴
娘。小董气愤地说，这闹得
太过分。一位新郎的亲属说

“不闹不热闹”。
小董说，11 日还要去

郑家镇一个村，给另外一个
好友当伴娘，“要是那里也
闹得这么过分，真不敢去
了。”

抬起伴娘摔到床上一起压
这样闹伴娘有点过！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
(见习记者 赵寰) 10 日
晚，聊大学生小胡在图书馆
学习时，因对面一对情侣亲
昵动作影响自己学习，双方
发生口角，还要到外边动
手，但被双方朋友劝开。

聊大学生小胡说，10
日晚 7 点左右，他正在图书
馆学习时，对面来了一对大
学生情侣。坐下大约 20 分
钟后，两人开始嗑瓜子。虽
然声音不大，但在图书馆里
有些刺耳。一会儿，两人开
始互喂瓜子粒，动作越来越
亲昵。旁边的一名女生生气
很快离开了。

女生离开后，这对情侣
有所收敛，安静地看了会儿
书，但没过多久又缠在一
起。期间，小胡用手敲了 3
次桌子，提醒对方安静，可
对方没有理睬，反而声响越
来越大。小胡提醒对方“公

共场所请注意自己的言
行。”对方的男生警告小胡，
不要多管闲事，看不惯可以
离开。双方发生口角，但由
于在图书馆里，声音不是很
大。

那名男生说在图书馆
不方便，有事去图书馆外

“聊聊”。小胡随那男生来到
图书馆外，两人互相推搡，
情绪激动，并且打电话通知
同学过来。双方都有朋友到
场，“火药味”很重，但最终
被理智的同学劝住了。

和小胡一起上自习的
一位同学说，图书馆是学习
的场所，不是谈恋爱的地
方，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他
们都会避开。

图书馆工作人员说，这
种亲密动作过大的情况不
多见，但情侣在图书馆内难
免有亲密动作，不是很好管
理。

学生情侣图书馆互喂瓜子
这样亲昵惹人烦！

两起车祸
11 日上午 10 点 45 分左右，在东昌路聊城三中附近，由

于没及时刹住车，三辆轿车发生追尾，中间的车辆前后均有
不同程度损伤，后面的小轿车前部撞凹，没人受伤。

本报记者 李怀磊 摄影报道

11 日上午 9 点左右，在湖南路西安交通大学聊城科技
园附近，一辆电动三轮与一辆小汽车相撞，三轮车车主头部
受伤，已送往医院救治。

本报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