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

2011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四 编辑：杨璐 组版：王月C06 今日泰山

喝了二两小酒，不知姓啥好了
一个路边拦车，一个倒头就睡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郝波 李庆峰) 27 日晚，

一智障青年醉卧奈河边。原来，26 日

早晨，该青年遇上一名流浪老汉，跟着

他来到奈河，俩人一见如故，一来二去

喝醉了酒，在奈河东路大闹了一场。

27 日晚上 7 点，一智障青年正躺

在奈河东路夜市一家卖衣服的摊位后

面睡觉。该青年大约不到 20 岁，赤裸

着上身，仅穿一条黑裤衩。一开始他还

躺在紧邻奈河的台子上，巡特警二中

队三大队出警民警觉得这样比较危

险，就将他拉了下来。“他在这里躺了

半天了，把我的纸箱子都吐脏了！”卖

衣服的妇女直抱怨。

这个智障青年是哪里来的呢？“刚

才有人看见他和那个流浪老头一起喝

酒。”围观市民有人说。原来，下午 6

点，该智障青年和一个流浪老头在奈

河东路北头小吃摊上喝酒，酒后流浪

老头将自己携带的物品在泰山大桥上

摆成一排，阻挡过往车辆。“估计这个

老头也是个精神病，口里吆喝着谁都

不如他厉害等。”目击市民刘先生称。

当时这个老头的行为惹恼了很多过往

司机，情况非常紧张，民警好说歹说才

将老头儿劝到路边，随后这个流浪老

头往南去了。

而在老头儿发酒疯的时候，智障
男子已经不胜酒力，在路边一躺睡起

了大觉。

正在这时，岱宗坊派出所接到报

警，一位父亲称自己的智障儿子走失

了。经过描述民警发现，他的儿子正是

躺在奈河边的这一位。晚上 7 点半，智

障青年的父亲将他带走。该智障青年

家住在棉纺厂宿舍，26 日早上，他遇

见了流浪老汉，就一直跟着流浪汉走

到了奈河。

大风放倒十棵银杏树
园林处工作人员称，是固定铁丝被盗惹的祸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记者 赵兴超

陈新) 26 日晚上的风雨，将泰山大街

东段的十棵银杏树刮倒，因夜间车辆较

少，未造成人员伤亡。27 日，园林工作人

员查看了这些银杏树被大风刮倒的原

因，原来是固定的铁丝被市民偷盗，导

致树木根基不稳。园林工作人员称，此

现象由来已久，已开始向泰山大街西段

转移，希望市民不要图小便宜而盗窃铁

丝。

27 日凌晨 4 点左右，巡特警二大队

民警出警完毕，经过泰山大街和迎胜路

交界处附近时，发现一棵银杏树被连根

拔起，横在机动车道上，给过往的车辆

带来危险。几位民警立即上前将挡道的

银杏树移开，搬到绿化带内。同时，园林

处工作人员也接到通知，对该段道路上

十棵倾倒树木进行简易处理，全部移至

绿化带内。

27 日上午，记者来到泰山大街东

段，发现从迎胜南路路口向西至长城路

立交桥，总共有 10 棵银杏树还倒在路边

绿化带内。园林处工作人员正在紧急扶

直，加以固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

银杏树之所以被刮倒，除了大风之外，

主要是因为固定的铁丝被个别市民偷偷

剪断拿走，导致树木根基不稳。“现在这
批银杏树正处于扎根发芽时期，刮倒对

树木生长影响很大，一棵树价值就 700

多元。”工作人员说。园林二所工作人员

魏松说，有的树木已经不是一次刮倒

了，每到刮风下雨，他们就要巡视固定。

因为树较高，每棵树都由四根铁丝固

定。而铁丝总是隔三差五丢失一段，基

本都是附近的市民偷盗。“以前迎胜南

路路口东边的地段丢失严重，现在可能

有的市民认识到了偷盗铁丝无用，该现

象已经基本消失。现在开始向西转移
了，主要集中在七里和松园小区附近。”

魏松说。记者从周边市民处了解到，确

实有个别市民在夜间有偷剪铁丝的情
况，而这些铁丝根本不值几个钱。

为了避免树木刮倒导致危险，27

日，园林处三名工作人员沿该段道路，

逐棵树木逐段铁丝进行了检查再固定。

“我们小区门口
为啥没有禁停线”

交警：划线有原则 先保路畅通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
(记者 赵兴超) “大一点

的小区和单位门口大多有

禁停线，可以方便车辆进

出，保证安全，为什么我们

小区就没有呢？”27 日，家
住泰城汇丰嘉园的市民杨

先生，反映其小区没有禁

停线的问题。交警部门表

示，并非繁忙小区就要有

禁停线，需要优先考虑道

路畅通问题。

看着相邻烟草公司门

外的禁停线，使车辆进出

安全有序，泰城灵山大街

汇丰嘉园小区的居民心里

有点不平衡。小区居民质

疑“为啥别的单位和小区

门口能划禁停线，我们小

区就没有呢？”27 日，小区

居民杨先生告诉记者，小

区有 8 栋楼 2 0 0 多户居

民，汽车也有 100 多辆。因
为门口没有禁停线，东侧

就是十字路口，车辆众多，

每个月都要有几起车辆进

出小区时的刮擦碰撞事故

发生。大部分小区居民认

为，只有划定禁停线，为小

区车辆进出开辟绿色通

道，才能减轻事故的发生。

在小区门口，记者观察发

现，不到 200 米的范围内

有两个路口。小区东侧是

灵山大街与南关大街十字
路口，西侧是灵山大街与

青年路十字路口，等候红

绿灯的车辆多时，会影响

到小区车辆进出，容易产
生刮擦事故。在走访中，记

者听到的最多呼声，就是

给小区门口增划禁停线。

随后，记者就增划禁

停线问题，联系到泰安市

交警支队交管科。工作人

员解释，车辆多的小区或

单位门外划定禁停线，并

不仅仅以车辆多少而定，

还要考虑道路畅通问题。

如果每个小区门外都要划

定禁停线，道路通过性将

变差，对市区交通带来的

影响将会更大。汇丰嘉园

位置较为特殊，位于两处

紧邻的十字路口之间，且

东侧已有一处禁停线，如

再增加，则会严重影响车

辆通行。

交上钱，提前告诉你彩票中奖号码

也太会蒙人了吧

27 日，泰安的曹先生在

泰山大桥附近捡到了一张名

为“北京福彩 3D 信息中心会

员内部资料使用证”的 VIP

会员卡。它的背面写着几条

温馨提示：本卡是证明本中

心会员及法律效力核对的主

要依据；本卡有效期为 6 期，

限本人使用，严禁向外透露

本卡内容；为了您的利益，中

奖不能声张，用完后请自行

销毁。下面列着第 2011 年第

1 5 1 期，第 1 5 2 期，第 1 5 3

期……第 156 期共六期的中

奖号码。除此之外，卡上还写

着“内部提供，真实有效，中

奖率 100%！”、“会员统一售

价 3800 元”等字样。

同会员卡一起被捡到的

还有一张名为“中国福利彩

票专用发票”的内部收据，发

票上的日期显示是 2011 年 6

月 2 号，收款人为李先生。发

票上还加盖了“内部会员统

一收费 3880 元”的章和“中

国福彩 3D 新闻中心”的财务

专用章，显得特别正规。通过

上网查询，记者发现卡上所

公布的号码确实都是中奖号

码，不过全部为福利彩票往

期的中奖号码。

随后记者拨打了会员卡

上留下的两部电话，发现两

部电话全部已经停机。带着

疑问，记者特此咨询了泰安

福利彩票一位工作人员。该

工作人员马上断定卡上声称

的交上会费，就能提前知道

彩票中奖号码是假的。“每期

的彩票中奖号码全部都是随

机的，不可能有人能提前知

道彩票的中奖号码，并且在

北京也没有福彩 3D 信息中

心这样的一个机构。”该工作

人员说。

本报见习记者 王世腾

流浪老汉将东西排成一排拦车。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27 日，在泰城 5 路公交车滚动的电子标语牌上，滚
动播放的标语中“保障您的安全”竟然写成“锻障您的弟

全”。除此之外，4 句话中出现 6 个错字。其中“果皮”写

成“果宋”，“物品”写成“物酸”，让乘客摸不着头脑。

本报见习记者 邢志彬 摄

你能不能看懂？

我反正看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