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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雪导致高速公路封闭

货车司机高速路口滞留一夜
本报记者 吴金彪

路标糊住了 轮胎打滑不敢再走

雪后开车一些司机“没了谱”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吴金彪） 气温不算低，
20日夜间的一场大雪没有
给省城交通造成太大的影
响。然而由于雪大路滑，一
些“小状况”还是时有发生。
路标糊住了、指示线没了、
轮胎打滑了……大雪过后
一些司机开车“没了谱”。

21日早7点多，二环东
路山东财经大学门口坡道，
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面包
车突然打开双闪，停在了马
路中央。路口执勤交警赶紧
上前询问。“轮胎老打滑，不
敢向前开了。”司机是一位年
轻男子，下车后一脸无奈。

在交警的指挥下，司机

将车小心翼翼地开到路边，
车上5人开始商量如何乘公
交车“分流”。正说着，又有
一辆车停了下来，交警一
问，竟然是因为“地上积雪
太多”司机找不到指示线
了，不知道自己是在左拐还
是直行道上。

21日上午记者沿经十
东路驾车前行，发现主干道
通行基本顺畅，记者注意
到，有些路口的指示牌被雪
糊住了，“难以分辨”，一些
车辆打着双闪，小心通行。

“这样的天开车得特别小
心，前面有雾，地下有雪，路
上造成的麻烦事还真不
少。”出租车司机刘师傅说。

后车窗积雪不清就上路

一轿车调头时碰倒骑车人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尉伟） 后挡风玻璃上
的积雪尚未清除，12月21日
清晨，市民王萍（化名）就
开着车上路了。结果，车辆
在山大南路附近调头时导
致后方骑电动车的市民摔
倒在地，在110民警的调解
下，双方最终协商解决。

21日早上7点半，市民
王萍开车送孩子上学，担
心路上堵车，王萍把轿车
前挡风玻璃和两侧车窗上
的积雪清除后，就急匆匆
地带着孩子出发了。没想
到，当王萍开车行至山大
南路附近，准备倒车调头
时，造成后方一骑电动车

的女子摔倒在地。
双方发生了争执，王

萍报警求助，很快附近巡
逻的110巡警赶到现场。面
对民警，骑电动车的女子
表示，自己的羽绒服脏了，
电动车也要修理。在民警
协调下，王萍给对方进行
了一定的赔偿。事后，王萍
向民警表示，以为后挡风
玻璃上的积雪，车一开很
快就能化，没想到，距离太
短，车一直没热起来，要是
当时把后挡风玻璃上的积
雪清除了，就不会发生这种
事了。对此，民警提醒，雪天
后挡风玻璃上的积雪容易
影响视线，要及时清除。

大雪压低行道树惹祸

货车撞断树枝砸坏驾驶室
本报12月21日讯（见习

记者 刘雅菲） 20日晚，
经二纬四路口西侧，一辆厢
式货车将路边行道树的一
根树枝撞断，树枝砸在驾驶
室上，挡住了整条道路，所
幸没有人员受伤。

20日23时许，记者在经
二纬四路口西约30米看到，
一厢式货车停在了路边，旁
边一断下的树枝倒在驾驶
室和车厢之间，树枝挡住了
整条道路。货车驾驶室后窗
已破损，驾驶室严重变形。

车主冯先生介绍，他们
从黄岛来济南送货，这条路
经常走。20日晚上，他像往

常一样，正行驶中，驾驶室
上方突然传来一声闷响，驾
驶室就变形了，下来一看，
原来是车厢一角撞到了树
枝，树枝扯断后砸到了驾驶
室上。“幸亏开得慢，要是开
快了，肯定得受伤。”冯先生
说，估计树上落了很多雪，
压低了树枝才会被车厢撞
到。

冯先生从附近商铺借
了一把钢锯，想先将树枝锯
断，可树枝太粗，钢锯不起
作用，旁边热心市民报了
警，在警察的协助下，21日
凌晨两点，树枝被从车顶挪
开，道路恢复通行。

“高速可以走了，是真的吗？”21
日上午，邢村立交桥济南东绕城高
速口，“不放心”的货车司机张师傅
不断向记者询问。在得到“肯定”的
答复后，张师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
笑容。

张师傅开的是一辆辽宁牌照的
大货车，上面装载的是崭新的塔机。

“去河南送货，路过济南，昨天下午
刚上高速就被撵下来了。”张师傅一
脸无奈地向记者说，下雪后，高速公
路积雪封路，他们货车上一共三人，
下了高速后就一直在高速路口苦
等，等着高速重新开放，“大家都在
盼着雪赶快停了好赶路。”

没想到夜里雪越下越大，这让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们买

来了方便面和火腿肠，没办法，只能
这么靠下去。”张师傅说，一晚上他
们三个人轮流在车里睡觉，“困倒不
怕，关键是走不了心里着急。今天上
午我一直都盯着高速口呢。”高速路
口，记者看到“临时封闭”几个大字
格外明显。除了张师傅的车，还有一
些私家车也等在高速路口，大家对
高速何时能开心里都没谱。

21日上午11点20分，一名高速
公路工作人员赶了过来，打开了一
直紧锁着的护栏。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经过紧张除雪作业，济南东绕城
高速路段已经可以正常通行，接到
通知对车辆放行。

在货车里等待的张师傅虽看到
记者和高速人员在交流，可他还是

不清楚“是否真的可以走了”。高速
公路工作人员一走，百米外一直等
在货车上的张师傅和同事就跑了过
来，围住记者，“能不能走？真的能走
了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张师
傅脸上终于见到了久违的笑容。天
冷，车上冻了一夜，货车上的一名男
子鼻涕都流了出来，确认高速公路
重新开放的消息后，也顾不得擦鼻
涕了，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几乎是
跳着上了车，发动了车顶已满是积
雪的货车。

“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封路的
地方？济菏高速应该没问题，那边好
像没有下雪。”11点42分，经过一夜
的等待，张师傅和他的同伴怀着忐
忑的心情重新踏上了送货的征程。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任志
方 实习生 李鑫） 1 2月2 0日
晚的降雪使得马路上形成了一层
厚厚的积雪，随着气温升高，积雪
融化。在北园高架桥上，融化的雪
水顺着高架桥体漏下形成了一道
道“瀑布”，市民担心夜间降温桥
上雪水会结冰或形成冰凌，危及
车辆安全。

前不久，本报曾报道了北园高
架桥下滴水形成冰凌柱，悬挂在桥
体箱梁底部，冰凌正下方是高架桥

下快车道，市民担心冰凌掉落会威
胁到车辆安全。

21日，大雪过后，马路上一层积
雪，随着气温升高以及融雪剂和车
轮的碾轧，路面积雪逐渐融化。下
午，记者在北园高架桥看到，路面融
化的雪水从高架桥一些缝隙漏下，
形成了一道道“瀑布”。

从北园大街与历山路交叉口向
东走，每隔一两百米，就能看到一处
漏水的接缝。BRT-2号线历山路口
公交站台附近，高架桥上积水顺着

缝隙漏下，沿着北园大街向东，记者
再次来到上次悬冰锥的地方，融化
后的雪水不断流下，车辆通过，能听
到流水砸在车顶上哗啦哗啦的声
音。此外，公交车站北街站台附近也
形成了一处“瀑布”。

不少市民担心，一旦夜间气温
下降，雪水流下的地方可能会形成
冰锥，威胁桥下通行车辆安全。“水
要是一直这么往下流，晚上肯定会
结冰。”从附近经过的出租车司机李
先生表示。

积雪融化高架桥下现“瀑布”
市民担心气温下降形成悬冰威胁车辆安全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杜洪
雷 通讯员 王洪利） 21日上午8
时50分，一辆奔驰车由于雪多路滑
侧翻在仲宫一山坡处。仲宫派出所
和消防人员接警后，与现场群众一
起将奔驰车拉了上来。

21日上午9时许，历城公安分局
仲宫派出所接到求助报警：“在仲宫
镇仲宫联大花园附近，一辆轿车侧
翻在路边下坡处。”接警后，仲宫派
出所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雪多路滑，警车上不去，民警下
车步行20余分钟后到达现场。民警
现场看到，一辆车牌号为鲁A××
×××的黑色奔驰越野车因路滑侧
翻在山坡处，随时有坠入深沟的危
险。车上两人被困，都不敢移动，担心
车辆稍微移动会失去平衡坠入深沟。

情况危急，民警立即用救生绳
拴住侧翻车辆，以保证车上人员安
全。在确定安全后，民警让车上人员
下了车。与此同时，派出所民警联系
吊车准备将车辆吊起，可路又窄又

滑，吊车无法上来。
由于处在山坡下坡处，119消防队

员带的千斤顶没有支撑点，也无用武
之地。无奈之下派出所民警马上到附
近村里组织了十多名群众帮忙。

他们用救生绳把车拴住，6名群
众拉着救生绳保证车辆不再下滑。
派出所民警、消防队员和另外一些
群众则抓住奔驰车一侧，最终靠人
力将奔驰车拉到了路上。

雪天路滑奔驰车侧翻山坡上
吊车无法使用，警民联手将车辆拉回马路 21日，一轿车上落满了雪，只露出一小脸竟然就开上

了路。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露一小脸就上路

派出所民警、消防队员和附近群众合力将奔驰车拉到路上。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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