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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喇叭响，慌神撞护栏
一司机连续驾驶12个小时酿事故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贺鸿 通
讯员 王风炳 石传斌) 近日，一群
众向夏津县公安局反映称，夏津县县城
某纸业公司对面的一家豆腐坊内，有一
对夫妻经营一家地下赌场。

夏津县公安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
后立即对该豆腐坊进行调查。经核实，
该豆腐坊确实挂着合法豆腐坊经营许

可证，却背地里经营一家地下赌场。
据夏津县公安局办案民警介绍，自

接到群众举报后，夏津县警方开始对该
家豆腐坊进行调查取证，并于2月2日，
对该豆腐坊进行查处，逮捕2名涉案人
员。经核查，2名涉案人员于某和从某为
夫妻关系，聊城高唐人，是该地下赌场
的经营者。

该民警告诉记者，经审讯后得知，
犯罪嫌疑人于某和从某自2011年5月
起，便开始挂着豆腐坊招牌进行地下赌
场的经营，通过设置赌博机进行获利，
夫妻俩已从中获利1万余元。

目前，夏津县警方已经扣押了该赌
场21台赌博机，并对犯罪嫌疑人于某和
从某刑事拘留。

明开豆腐坊暗设赌博场
聊城高唐一对夫妇夏津开赌场，被刑事拘留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古玄 ) 连 续 驾 驶 1 2 个 小
时 ，驾 驶 员 张 某 感 到 疲 劳 ，听 到 后
方 有 喇 叭 响 ，张某神经突然紧绷，
猛打方向盘，撞上右侧路边高速护
栏 ，车 辆 严 重 受 损 ，所 幸 驾 驶 员 并
无大碍。

10日凌晨1点30分，京台高速公路
德州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驾驶员

张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沿京台高速公
路德州段由南向北行驶，当行驶至肇
事处时，连续驾驶了12个小时的张某
感到疲倦，他听到后方有车按喇叭后
神经突然紧绷，猛打方向盘，结果造成
其车与右侧路边高速护栏相撞后翻
滚，车辆严重受损，所幸驾驶员张某并
无大碍。

德州市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交警

赶到现场后，看到现场布满了玻璃碎
屑，小轿车的多个部件已脱落。经勘
查，交警确定是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
祸。

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疲劳
驾驶是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极
易造成严重后果。驾驶员应该本着对
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态度，以良好的身
体状况上路。

高一女孩回家路上被撞，肇事车主逃逸

谁目击了12日晚紫薇园车祸？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李

安英) 9日，家住临邑县
的刘某驾驶脱保的私家
轿车途经平原县遇公安
民警开展治安检查集中
行动，误以为是交警查车
而闯卡逃避检查，在撞伤
一骑电动车的男子，把车
开到路边绿化带内不能
动后弃车而逃。刘某次日
到平原交警大队投案自
首，被平原交警处以行政
拘留15天的处罚。

2月9日，刘某与其子
驾车到夏津县办事。21时
许返家途经平原县城平
安大街时，遇公安民警开
展治安检查集中行动。自
知自己车交强险已超期
脱保的刘某误以为是交
警例行检查，怕被查住罚
款，驾车闯卡逃避检查。

逃跑过程中刘某驾

车与一电动车发生碰撞，
将骑电动车的男子腿部
撞成骨折。后来当他欲驾
车进入一家宾馆躲避时，
因车速较快、打方向盘过
急，所驾车辆在刮碰路边
一路灯杆后，冲入绿化带
内动弹不得。无奈之下，
刘某与其子弃车逃入宾
馆，从宾馆后面翻墙而
出，打车回到临邑。

平原交警大队值班交
警赶到事故现场，并根据
线索，在城区一宾馆大门
口发现刘某弃置的轿车。
次日，刘某到平原交警大
队投案自首，供述了9日晚
驾车闯卡逃避检查、与电
动车发生事故、最后弃车
逃跑的整个过程。

平原交警大队依法
对刘某驾车交通肇事逃
逸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
留15天的处罚。

本报2月12日讯 (见习记者 王志
冕) 11日晚上，德城区岔河紫薇园附
近发生一起车祸，一辆白色本田汽车撞
了一位女孩后逃逸。女孩家长重金悬赏
目击者，希望尽快找到肇事车主。

12日14时许，记者来到位于开发区
的德州市中医院，伤者的家属正在病房
外焦急地等待着。女孩的父亲宫先生告
诉记者：“孩子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
处于昏迷状态，现在还在重症监护病房

接受治疗。”因为女孩尚未脱离危险，医
生仍在重症监护病房救治，记者并未采
访到女孩的主治医生。据女孩的母亲介
绍，医生初步诊断女孩头部有淤血，骨
盆骨裂、右腿骨折。

据了解，车祸是在11日晚上10点20
分左右发生的，女孩的父母告诉记者，
他们家就在紫薇园附近，当时女孩正和
同学放学回家，“也就还有五六分钟的
路就到家了，孩子却被车撞了。不知道

是哪位好心人给报的警，等我们赶到医
院时，孩子已经接受了简单的包扎处理
了。”

宫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只知
道撞人的是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虽
然已经报警，可因为事故发生在晚
上，并没有找到太多的目击证人。宫
先生表示，他们将重金悬赏目击者告
知详情，请目击者致电13573457037
或13605342609。

车辆发生侧翻。本报通讯员 古玄 摄

7座面包车

塞进20个孩子

300余万工程款

“迟到”两年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春
笋) 近日，聊城某建筑劳
务分包公司的负责人李
某终于拿到了迟到两年
的数百万元工程款。

2008年至2009年，李某
承包了德州某农药公司的
厂房设备整体拆迁搬迁工
程，竣工后，他与发包方因
工程款结算发生了争执。
2010年7月，德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决被告某农药公
司给付聊城某建筑劳务分
包公司工程款600多万元本
金及利息，而判决生效一
年后，经李某和他手下建
筑工人多次催要，农药公
司拒不给付。

2011年9月，李某作为
公司代表人向德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执行
申请。法院于当年11月25

日促使李某与农药公司
达成了和解协议：双方认

可农药公司欠聊城某建
筑劳务分包公司工程款
444 . 96万元；农药公司分
四次给付400万元，如400

万元按期履行完毕，申请
执行人对剩余44 . 96万元
予以放弃。

协议签订后，农药公
司很快给付了第一期的
100万元，而第二期、第三
期相继期满后，农药公司
再没有按约给付。

执行法官经过多方
打探，查找到农药公司的
独资股东负责人联系方
式，并与其建立联系，进
行了沟通。

1月20日中午，农药
公司致电执行法官同意
按协议继续履行，并于当
天傍晚7时许将300万元一
次性汇至法院财务帐户
上。第二天，李某和建筑
工人代表来到法院将300

万元领取到手中。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王

新) 核载7人，却载了20

人，超员近200%，10日，德
州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
队将一超载超载的接送
学生车辆查处。

近日有市民反映天
衢街道办事处一小区幼
儿园有面包车接送学生
且存在严重超员现象，存
在很大安全隐患。

2月10日6时，直属一
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该小区
对相关情况进行摸底调
查，详细掌握了车辆出发
的时间和途径路线。7时，

大队民警在该小区附近及
“黑校车”必经的路口设立
检查卡点以便进行堵截。

就在这时，一辆银灰
色面包车驶入了民警的
检查视线，民警上前进行
拦截，示意其停靠路边接
受检查。经查，该车核载
人数为7人，实载人数为
20人，超载近200%。

民警依法扣留了其
车辆和证件，对车上的孩
子进行了安全转运，对驾
驶员进行处罚。同时，民
警要求当事人到教育部
门进行备案、申请，完善
运载手续。

逃避检查，闯卡撞到人

次日自首，被拘留15天

当开始感到困倦时，切忌继续驾驶车辆，应迅速停车，采取有效措施，适时的减轻和改善疲劳程
度，恢复清醒。减轻和改善疲劳，可采取以下方法：

1 .用清凉空气或冷水刺激面部，喝一杯热茶或热咖啡或吃、喝一些酸或辣的刺激事物；
2 .停车到驾驶室外活动肢体，呼吸新鲜空气，进行刺激，促使精神兴奋；
3 .收听轻音乐或将音响适当调大，促使精神兴奋；
4 .作弯腰动作，进行深呼吸，使大脑尽快得到氧气和血液补充，促使大脑兴奋；
当然，以上方法只能是暂时的缓，解疲劳驾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疲劳，唯有睡眠才是缓解疲劳和

恢复清醒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

格爱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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