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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兰深夜撞翻出租车逃逸
过路司机无证驾驶心虚撞车
事发哈尔滨路南京路路口，一小时内发生两起车祸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曹思扬) 2

日23时40分，在哈尔滨路与南京路路
口，一辆雪佛兰撞翻一辆出租车后逃
逸。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此事故时，一
名男子无证驾驶一辆现代轿车看到交
警后很紧张，迎头撞向对面驶来的出
租车，现代车司机被警方带走调查。

3日零时10分，读者拨打本报热线
电话89772345称，在哈尔滨路与南京路
路口，一辆轿车把一辆出租车撞翻后
逃逸。零时 2 0分，记者赶到事发现
场，看到路口西侧的护栏被撞断一大
截，满地都是汽车零件碎片，翻车的

出租车已被清障车清理走，交警正在
处理现场。

目击者介绍，约半个小时前，一
辆在哈尔滨路东向西行驶的出租车经
过路口，恰好南京路北向南驶来一辆
雪佛兰轿车，双方都没有减速，雪佛
兰撞到出租车右侧的前后门之间，将
出租车顶翻，出租车“四脚朝天”躺
在路中央，雪佛兰司机驾车逃逸，车
内有一名乘客颈椎受轻伤，被120急救
车送到医院，司机没有受伤。记者注
意到，事发路口的信号灯已变成闪烁
的黄灯，但车辆通过路口时车速都很

快。
交警一直在现场处理撞车事故，

零时30分许，一辆黑色北京现代轿车
北向南驶过该路口，突然撞向对面驶
来的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左前灯被撞
掉，车前盖变形，现代车左侧车头受
损。交警上前调查时司机支支吾吾拿
不出驾驶证，称刚才看到路口有交
警，心里很紧张，不小心撞向了出租
车。

随后，现代车司机因无证驾驶被
警方带走调查。

(奖励线索提供人张先生50元)

贪恋欣赏海景

两人被困礁石
本报3月3日讯 (通

讯员 刘海青 张劭
沛 记者 刘腾腾) 2

日下午，两名在石老人
海水浴场游玩的小伙
因欣赏海中美景，被困
在涨潮的礁石上。民警
借来皮划艇展开救援，
半个小时后，两人被安
全救上了岸。

2日14时左右，在
青岛打工的两名男子
小杨和小张，到石老人
海水浴场游玩。当天天
气晴好，两人被大海的
美景深深吸引，不由自
主地走到了海中的礁
石上。由于贪恋美景，
看海的两人忘了时间。
16时左右，小杨回头一
看，发现海水上涨，快
要淹没过两人所站的
礁石，两人已经无法走
回岸边，急忙大声向岸
边呼救。在岸边散步的
刘老汉听到后，急忙报
了警。

5分钟后，中韩边
防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目测两人被困的礁
石离岸边有三四十米

远，根本无法淌水过去
救援，礁石正在被海水
慢慢淹没，海浪不断冲
到两人身上，情况非常
危险。民警立即联系到
海水浴场的工作人员，
找来一艘简易的皮划
艇。民警与救援人员迅
速跳上船，向海中划
去。看到营救船只，被
困的两人急切地向民
警招手。由于两人被困
的礁石周边全是暗礁，
救援船不能太靠近礁
石。民警便拿出绳子，
将一头绑在皮划艇上，
一头扔给两人，并用手
拉着绳子，慢慢将两人
拉上救援船。

经过半个多小时
的营救，两人终于安全
上岸。崂山警方提醒市
民和游客，海边游玩时
一定要注意警方设置
的警示标志，不要擅自
攀爬危险礁石，以免发
生意外。一旦发生意
外，一定要沉着冷静，
在展开自救的同时拨
打110求助，并配合警
方救援。

本报3月3日讯(通讯
员 刘珊 王玮) 临近

“三八”妇女节，3日上
午，温馨巴士通达分公
司联合市妇联、新市民
之家带着15个孩子和他
们的妈妈一起举行了

“童眼看青岛”活动。
“妈妈，我们今天真

能看到金沙滩，看到跨
海大桥吗？”3日一大早，9

岁的王芳、王媛双胞胎
姐妹俩就兴奋地拉着妈
妈杜艳梅问个不停。两
个孩子从小在青岛长
大，却因为父母忙于水
果摊的生计，一直都没
好好逛过青岛。杜艳梅
虽然满口答应，可是常
常起早贪黑一忙起来就
顾不上姐妹俩，时间长
了，杜艳梅对孩子心里
很是愧疚。听到温馨巴
士和新市民之家举办了
此次活动就报了名，算
是圆孩子们的一个梦，
快过节了，也给自己放
个假。

一路上孩子们欢歌

笑语，到了金沙滩，车门
刚打开，15个孩子就迫
不及待地冲向海边，大
喊着“大海，我来啦！”

“金沙滩的空气真好，你
看这还有贝壳呢。”拾贝
壳、堆沙雕、拍照留念，
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回程时，工作人员更是
特意走跨海大桥，让这
群新市民妈妈和孩子们
一饱眼福。

温馨巴士通达分公
司书记周文武表示，很
多新市民为在这座城市
扎根而艰辛的工作，不
经意间疏忽了孩子小小
的心愿，为让新市民的
孩子们开阔眼界，加深
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
也为孩子们能更好地了
解岛城、熟悉岛城，做一
名真正的城市主人，温
馨巴士将继续定期联合
相关单位举办此类活
动，届时欢迎更多的市
民报名参与，真正为建
设幸福青岛做出一份温
馨巴士的贡献。

平日忙于打工
无暇陪孩子玩
新市民妈妈们给自己放假陪孩子看海

高校学生集中返校
隧道公交车被挤爆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程凌润)

高校学生返校高峰，200多人排队等
隧道公交，火车站周边的隧道公交
车被挤爆。3日，激增的学生客流让
隧道公交车不堪重负。

3日中午，在广西路上隧道公交
的火车站站牌附近，200多名学生拖
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等待公交车，

队伍沿着人行道延伸了3辆公交车的
长度，在队伍前面还有四五名隧道
公交工作人员，手中拿着小红旗，
在学生上公交车时维持现场秩序。

青岛理工大学大一学生小傅首
手里提着一个大行李箱，右肩上还
挎着一个女士包。“我已经等了10多
分钟了。”她告诉记者，他们学校3

月 4日开学，她到青岛已经算晚的
了，但是没想到隧道公交车还是那
么拥挤。

记者注意到，就在隧道公交车站
牌西侧，公交车停放位置的前侧停有
6辆出租车。司机向来往的学生揽客，
一位不愿意再长时间等公交车的学
生拖着行李钻进了出租车。

本报3月3日讯(通讯员 乔俊杰
记者 刘腾腾) 春节放假后没有了收
入来源，一名搬家公司的员工打起了
客户的主意，趁过年期间医院疏于管
理之机，在10天内盗窃了价值两万多
元的物品。3月1日，嫌疑人荀某被警
方抓获。

今年24岁的荀某是市北区一家搬
家公司的员工，去年下半年，荀某和同
事一起负责为市北区某医院搬运医疗
设备，对这家医院存放设备的仓库十分
熟悉。今年春节期间，搬家公司放假后，
没有收入来源的荀某无所事事，在公司
附近找了家旅馆暂住。

身上的钱渐渐花光，荀某盘算着
捞点钱花。想到市北区这家医院的仓
库无人看管，荀某就打起了坏主意。2

月6日，荀某来到这家医院位于地下二
层的仓库，从仓库的围栏缝中掰开大
门的插销，打开仓库将电脑、医疗设
备等物品搬到了提前准备好的小推车
上偷偷运走。次日，荀某联系了一家
废品收购站，把这些设备以极低的价
格卖给了对方。几天后，荀某再次来
到这家医院的仓库，用同样的手法盗
窃。就这样，从2月6日至2月16日，荀
某从这家医院的仓库中盗窃了价值两
万余元的物品。

2月底，医院的工作人员到仓库取
医疗用品时发现仓库被盗后报警，开平
路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勘察后发现，仓
库位于医院地下二层的角落里，位置较
为偏僻，里面没有灯光，警方判断嫌疑
人对仓库的地形和内部物品十分熟悉。
根据监控录像和医院工作人员提供的
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正是不久
前负责搬运仓库的荀某。3月1日，警方
在四流南路一处网吧将他抓获。荀某落
网后，对涉嫌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随即，警方顺线抓获了涉嫌收赃的
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人员。

目前，荀某已被警方刑拘。

搬家公司员工贼手伸向客户
连续盗窃一家医院仓库，把物品低价卖给废品回收站

司司机机因因无无证证驾驾驶驶看看到到交交警警心心虚虚，，黑黑
色色轿轿车车撞撞上上一一辆辆出出租租车车。。 曹曹思思扬扬 摄摄

2日，中国北
方 (青岛 ) 2013年枯
桃红木杯兰花展
览会在崂山区枯
桃 花 卉 中 心 举
行，来自浙江、
四川、福建以及
山 东 的 3 0 0 多 余
盆、百余种兰花
竞相开放，青岛
一兰友正在拍摄
兰花。

本报记者
程凌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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