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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妈妈被撞身亡

再过俩路口就到家

3日晚11点半左右，货场路
与东岳大街路口附近，体育场
门前，一女子趴在机动车道中
央，身体下面及周围满是鲜血，
不远处躺着一辆电动车，车体
变形严重。

据了解，该女子姓刘，今年
45岁，事发当晚骑电动车回家。
刘女士的丈夫杨兴杰说，对象
一直在一家烧烤摊点打工，回
家比较晚。“我身体不好，为补
贴家用，她经常在外边打工。”
杨兴杰说，为了多挣点钱，妻子
经常早出晚归，不曾想回家路
上还会出事。“当天晚上我一直
在家等，但最后等来的却是她
出事的电话。”

“只要再拐过两个路口，妈
妈就能回家了。”刘女士的女儿
小霞说，她现在感觉妈妈离她
很近，“每天都能想起妈妈起早
贪黑给我做饭，高考前几天她
还说到时候会和爸爸一起请
假，来给我送饭。”

小霞的姑姑王女士说，当
时车祸现场流了很多血，第二
天他们去看时还有未干的血
迹。“医生现场查看时就说已经
没了生命体征，拉到医院紧急
抢救了1个多小时，还是没能救
过来。”

爸爸患有尿毒症

每天都透析治疗

11日下午，在泰安市中心
医院肾病一科病房内，杨兴杰
坐在病床上打点滴。他说，2010

年初确诊为尿毒症后，就成了
医院常客，隔三差五就得到医

院检查，“病情稳定时还稍微好
点，遇到感冒发烧啥的，就得住
院治疗。”

杨兴杰现在一个月能拿到
2000元左右工资，但这对于病情
治疗来说还远远不够。“光透析
的药一天能花三四百块，有时
候想想这些，觉得自己活得真
累。”杨兴杰说，以前在家透析，
还有妻子能帮他。“孩子这么
小，她妈妈就没了，而我又是个
药罐子，现在想想真对不起她
娘俩。”

杨兴杰的家在司家庄附
近，四五十平的屋子显得有些
拥挤。他的卧室堆有一些透析
用的管子，还有成盒的药。“这
药一瓶300多元，一天吃24粒，一
个星期就吃没了。”他说，虽然
有医保，但报销的费用很少，为
了省钱只有在万不得已情况
下，才去医院检查。

为不影响高考

家人瞒她五天

8日下午，考完最后一门，
小霞迫不及待跑到校门口，“没
看见爸爸妈妈来接我，只见到
了姑姑。”

回家路上，姑姑告诉她母
亲出车祸，已经不在了，“我当
时都有点蒙，没反应过来，不敢
相信，直到回家看到妈妈的遗
像，才知道这是真的。”小霞说，
回到家后，她痛哭了不知道多
少次，“妈妈不在了，我得照顾
爸爸，和爸爸继续好好生活。”

小霞班主任耿老师说，她
学习比较刻苦，每次考试都能
进班级前几名，“这孩子晚上12

点前没睡过觉，周末也经常在
学校学习，大家都挺喜欢她。”
耿老师说，4日当天接到她姑姑
电话后，就找小霞谈话，让她考
完高考再回家。“每天我都会刻
意去看她，害怕她知道后跑回
家。”

小霞说，当时她也曾有过
预感，“因为爸爸身体不好，我
以为是他又住院了，但给爸爸
打电话时，他说让我好好学习，
我就没往别的方面想。”高考
前，小霞想着考个南方的学校，
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现在我已
经想好了，我要留在泰安，照顾
爸爸。”

谈到后期的生活和孩子的
学费，杨兴杰说，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

女女孩孩高高考考完完才才知知妈妈妈妈已已走走55天天
妈妈遇车祸身亡、爸爸有尿毒症，18岁小霞苦撑一个家

本报泰安6月11日讯
(记者 王世腾) 11日，泰
山火车站候车室改造完成
过半，目前应急通道步行楼
梯铺设完成，二楼候车厅已
贯通，计划在7月底前启用。
此外，售票厅将于17日起改
造东半边。

11日，在泰山火车站候
车室内，十几名工人正忙着
施工，候车室南侧东西两个
楼梯的步行梯已铺设完毕。

“候车室差不多已改造完
成，6月底前附属设施都会
建完。”泰山火车站工作人
员介绍，候车室南墙西侧将
通往二楼的应急通道全部
为步行梯，东侧设立直达电
梯和步行梯。目前两侧步行
梯台阶已铺设完毕。电梯预
计7月15日送到，整个候车
室启用也会延迟到7月底。

启用前旅客仍会在临时和
一楼候车室候车。

泰山火车站二楼候车
大厅已贯通，原有4 7个台
阶的步行梯已拆除。工作
人员介绍，现在候车室一
天载客量是7 0 0 0人，但在
高峰期车站单日能发送2

万 6 千人，改造工程完毕
后，候车室旅客容纳量将
增加一倍多。“二楼候车室
东侧还将设立餐厅、咖啡
厅、小商店等设施，等候车
室启用后一块对外开放。”
工作人员说。

11日，泰山火车站售票
厅西侧已重新铺设地面，旅
客都在售票厅东侧购票。工
作人员介绍，售票厅将于6

月17日起改造东侧地面，整
个售票厅改造将于6月30日
前完成。

本报泰安6月11日讯(记者
王世腾) 11日，泰安市供电公司
发布6月份电网检修停电补充公
告。21日，东羊楼村、羊东等13处
用户停电。

21日7点至21日20点，因羊娄
线东岭支线改造，东羊楼村南部
分区域停电。主要影响东羊楼村、
羊东村、羊南村、东羊楼鱼塘、令
瀚电器、羊东东岭、羊南东岭、东
岳种禽、东羊楼东岭等13处用户。

检修工作有可能比计划时间
提前完成，会提前恢复送电，如因
天气及不可抗力导致检修工作会
无法正常进行或延误送电。

请注意恢复送电过程中的用
电安全。如有其它用电疑问，请拨
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双电源
及自备电源用户，需切换电源时
请提前三天到供电公司办理有关
手续。

本报泰安6月11日讯(见习记
者 胡阳 通讯员 崔绍文 )

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制定出台《关于促进人力资源服
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15

年，泰安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总
数预计达到150家，新增人力资源
服务企业60家，营业总收入力争
超20亿元，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
人员总量力争达到3000人。

到2015年，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总数达到150家，新增人力资源
服务企业60家；全市引进1家世界
知名、2家国内知名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培育骨干企业10家，其
中，年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的1家，
超过1千万元的3家。

到2015年，人力资源服务业
营业总收入力争超20亿元，全市
建成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区1家。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人员
总量达3000人，年均增长10%；取
得 从 业 资 格 的 人 数 比 例 超 过
80%，高层次人才比例达10%；引
进培养10名高层次人力资源服务
领军人才、50名骨干人才。人力资
源服务业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
贡献率超过80%，在人才贡献率
所占比重超过35%，成为人才开
发配置和社会充分就业的主渠
道。此外，到2015年，建立完善的
人力资源服务业法律法规体系
和诚信服务体系，营造公平、竞
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东羊楼村等13处

21日停电

人力资源服务业

明年争超20亿

6月11日上午，泰岳书院组织
举办“画说泰山”书画名家泰山
笔会，孙克、满维起、赵建民等10

位国内书画名家齐聚泰山脚下，
描绘泰山美景。 本报记者 薛
瑞 摄

画泰山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伟

泰泰山山站站候候车车室室77月月底底前前启启用用
目前改造工程完成过半，售票厅改造本月底完成

3日晚上11点半左
右，货场路与东岳大街
路口附近，发生一起车
祸，一女子当场死亡。8
日下午，刚从高考考场
出来，18岁的小霞就得
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因
为高考，家人瞒了她整
整5天。回家看到母亲的
遗像，她哭成泪人。父亲
患有尿毒症，常年靠透
析治疗，家境贫寒的她
苦撑一个家。

事故车辆已找到

肇事者还不确定

11日，记者从交警三
大队事故中队获悉，事故
发生后，办案民警调取相
关路段监控，锁定嫌疑车
辆，并找到肇事车，确定
为一辆纳智捷。“通过走
访排查，我们在大辛庄找
到了肇事车，当时车钥匙
都没拔。”办案民警冯警
官 说 ，通 过 车 辆 信 息 查
询，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是
济宁兖州的，随后他们联
系了车主，车主表示已经
将车卖到了泰安，但还未
办理过户手续。

目前，警方还在进一
步排查，以确定肇事者身
份。

如果您想帮助这个
家庭渡过难关，就请拨打
本报电话18653881173联
系。

最新进展

小霞拿出药片，放在爸爸手里。

火车站候车室步行梯已铺设完毕。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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