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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疾疾驰驰火火车车撞撞飞飞横横越越铁铁路路山山羊羊
事发滨小铁路段梁才东赵村附近，铁路旁安全设施缺乏

16日下午5点左右，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东赵村附近
滨小铁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的受害者是5只山羊。
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载货火车将5只穿过铁路的山羊当场
撞死。滨州市公安局地方铁路分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事
故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6日下午，65岁的东赵村
村民陈玉花正赶着8只山羊回
家，走到回家必经的滨小铁路
附近，一辆火车快速驶来。陈玉
花正打算把羊赶到离铁轨远一
点的地方，突然火车鸣了一声
笛，受到惊吓的山羊四处奔跑，
有5只山羊跑上了铁轨。

“我当时背对着铁轨，一回
头，看到我的山羊被撞得飞了
出去，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陈玉花说，来不及制动的火车
将5只山羊撞死，其中包括一只
即将分娩的母羊，陈玉花估算

死去的山羊价值7000多元。
陈玉花的儿子高先生说，

母亲患有耳疾，视力也不太好，
火车来时，母亲并未注意到，等
火车驶至眼前，母亲想带羊群
远离铁轨，已经来不及了。“火
车突然就开过来了，我慌慌忙
忙地赶山羊，但还是没来得
及。”陈玉花痛心地说。

17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山
羊已经被抬走，铁轨和枕木上
还残留着斑斑血迹，但过往村
民并未受血迹影响，依然在铁
轨上穿行。

火车突鸣笛，山羊受惊吓被撞飞

村民正打算横穿铁路。 本报见习记者 刘哲 摄

本报见习记者 刘哲 实习生 熊正韬

陈玉花家的田地被铁路隔
在村子的另一端，往返田间，必
须横越铁路，山羊正是在随陈
玉花返家时被撞死的。据了解，
除陈玉花家之外，东赵村还有
11户村民的田地在铁路的另一
端，春秋劳作时，村民每天要横
越铁路好几次。

此外，横越铁路是村民出
村的捷径。目前，东赵村村民
出村的路只有东西两条，东面
的道路通往220国道，西面就

是这条横越铁路的土路。高先
生说：“横越铁路很危险，但走
铁路是捷径，不少村民依然选
择走土路。出村的人都走这条
路，平时上学的孩子也有不少
走这里。”

村民还说，这条铁路跑火
车的时间很不规律，有时候几
个月都不来一辆，有时候一天
之内过好几辆，火车来时没有
任何提醒，其实村民横越铁路
时也会担心。

村民出村下地，横越铁路是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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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铁道两旁无防护

警示标语写墙上

记者注意到，滨小铁路离东
赵村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铁轨
两旁没有任何防护设施，只在附
近的矮墙上标有“不准横越铁路
线路”的字样。“连防护栏都没有，
仅凭一句警示语能保证村民安全
吗？”高先生问。

带着疑问，记者拨通了滨州
市公安局地方铁路分局指导员索
爱伟的电话。索爱伟分析，由于这
条铁路通车较晚，且不常用，防护
设施并不到位，此外，村民自我保
护意识淡薄，也是造成这次事故
的原因之一，今后铁路部门会及
时了解情况完善设施。

《铁路线路防护栅栏管理办
法》规定，靠近村镇、人口密集区、
车站两端、上跨立交桥下线路两
侧等特殊地段，栅栏的结构形式
可采用个别设计，强度应进行加
强，高度不低于2 . 7m。应有计划
地修建人行地道或天桥，彻底解
决人、畜和车辆通行问题。“显然
铁路附近的安全保护设施并不完
善。”东赵村一村民说。

男男子子假假扮扮大大学学生生进进宿宿舍舍盗盗电电脑脑
学生把钥匙放在门框上的习惯让犯罪分子有机可趁

今起进三伏

周末最高38℃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晓

霜 ) 伴随着前两天30℃以上的
高温天气，18日就要进入三伏天
了，这代表着一年中最热的时期
到了。今年的伏天一共有30天，与
去年相比，少了10天。预计从18日
开始，滨州市又将迎来一次高温
高热天气过程，周末最高温将达
到38℃。

17日，滨州市最高温升到了
35℃，滨州市气象台也连续几天
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
未来三天滨州市大部分地区最高
温度将在35℃以上。

三伏天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日
子，未来几天滨州市的气温就足可
见三伏天的威力。18日，滨州市天
气仍将以晴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
35℃以上，让市民对伏天有更深切
的感受。周六、周日滨州市气温居
高不下，甚至有可能攀上38℃的高
峰。在南风的吹拂下，最低温也将
达到26℃，真可谓是“酷夏”。

伏天高温将对人体健康造成
一定影响，容易中暑。因此，大家白
天要尽量减少外出，年老体弱者、
婴幼儿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等要特
别注意防护。同时，在防暑降温时，
应注意用水用电安全。最重要的是
要合理作息，及时补水，随身带防
暑降温用品。饮食上少油腻，多清
淡，可多吃苦味和酸性食物。

本报7月17日讯(见习记者
孙秀峰 通讯员 王丽红)

15日，滨城公安分局打击入室
反扒窃专业队成功破获滨州学
院学生宿舍笔记本电脑被盗
案，犯罪嫌疑人王城(化名)对
窜至滨州学院学生宿舍盗窃笔
记本电脑5台，涉案价值2万元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6月份以来，滨州学院发生
多起学生宿舍笔记本电脑被盗
案，引起学生强烈不满，滨城公
安分局领导高度重视，将该系
列案列为“夏季百日会战分局

督办”案件侦办。办案民警通过
查看案发周围视频监控发现，6
月13日、27日发生在滨州学院
的两起盗窃笔记本电脑系同一
犯罪嫌疑人所为。打击入室反
扒窃专业队迅速联合视频侦查
大队、情报研判中心对该男子
进行分析研判，经研判发现该
嫌疑人经常驾驶一辆东风小康
面包车在滨城区活动。

经公安警务平台查询确定
该车车主为王某军，但此人体
貌特征与作案人明显不符。办
案民警综合视频监控及案发后

嫌疑车辆活动轨迹和卡口信息
分析后，发现嫌疑人作案后逃
窜至沾化县华安小区附近消
失，办案民警立即到沾化进行
摸排并在华安小区附近安排警
力秘密蹲守。

7月15日10时许，民警发
现嫌疑人王城驾驶东风小康
面包车外出拉客，办案民警以
乘车为由上车对其进行稳控，
经辨认发现驾车人王城与视
频监控中的嫌疑人特征相符，
随即将其抓获。经审讯，犯罪
嫌疑人王城对窜至滨州学院

学生宿舍盗窃笔记本电脑 5
台，涉案价值2万元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王城于6月13日、27日驾驶
其父亲王某军的东风小康面包
车来到滨州学院，在男生宿舍
学生不多的情况下假扮成学生
进入宿舍，通过摸取学生放在
门框上的钥匙进入宿舍盗窃笔
记本电脑。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城已
被刑事拘留，被盗笔记本电脑
追回2台，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越是极端恶劣天气，越要坚守第一线

供供电电巡巡线线员员3300年年巡巡路路能能绕绕地地球球两两圈圈

越是恶劣天越要出来

17日巡线这一天的气温最
高已达到了35度，空气似乎随
时都可以燃烧起来，时而吹起
一阵小风，并没有带来多少凉
意，走在田地里不出20分钟，汗
水就已经浸透了巡线员孙良华
的衣服。

“干这一行，越是极端恶劣
天气，你越得出来，极端恶劣天
气往往是容易出事故的时候。
哪怕半夜刮起大风下起大雨，
我们也必须要坚守在第一线。”

孙良华是滨州供电一名基
层巡线员，参加巡线工作10年
来，已经走过了2万公里的路。

“这份工作就是夏练三九，冬练
三伏啊，我们还盼着冬天冷的
时候出来巡线呢，那时候不用
绕水沟，也没这么多杂草，一马
平川走直线就可以。”孙良华半
开玩笑地说。

为一棵树要跑好几天

巡线工作，比较麻烦的就
是同当地村民联系处理防护区
内的树木问题。按照相关规定，
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是不允许种
植树木的，但在现实中，防护区
内确有许多杨树。在线下防护
区内，如果有杨树是非常危险
的，当杨树长到电线的高度时，
就很容易造成线路事故。

遇到这种情况时，巡线员
会先同当地村民联系，征求主
人的同意后，采取砍伐或者修
枝的处理方式，大部分人还是
非常认可巡线员的宣传，一般
都会同意砍伐，但也会遇到有
人不同意。这时候，巡线员只能
硬着头皮去强行处理。

当地人的不理解是让巡
线员最头疼的，有时为了处理
防护区内的杨树，当地村民还
会扣押巡线员。因为工作性质

原因，巡线员大部分时间是自
己在荒郊野外独自工作，有些
村民甚至将巡线员当成是小
偷，而这种误会是最让人难受
的。

巡线员也是宣传员

“巡线工作不是简单地记
录、维修受损线路和设备，还要
做许多非常重要的宣传和预防
工作。”已经从事巡线工作30余
年的吕洪军说。除去业务知识，
巡线员还要同各种人打交道，
要知道什么样的宣传方式是最

好的，如果遇到施工队在防护
区内作业，巡线员还要知道甲
方、乙方、施工方这些不同部门
之间的关系，向他们宣传电力
防护知识。

为了更好地做好宣传，滨
州供电特别为基层巡线员定制
了特殊的扑克牌，每一张扑克
牌上都印有电力防护知识的内
容，比单纯的宣传单页更容易
让老百姓接受，“给老百姓扑克
牌，他会长久地保存下来，作用
很大，可以起到长时间的宣传
效果。”

“我平均一天走大约8公里的路，一个月240公里，32年来
已经走了大约9万公里的路，相当于绕地球2圈多。这份工作
有寂寞、有委屈、有不解，但我们每一名基层巡线员都更有责
任心。”滨州供电基层巡线员吕洪军这样解读自己的工作。

本报记者 韩志伟 本报通讯员 宋炳茹

巡线员在测量距离。

阳信翟王镇“五进”

宣传“单独二胎”

本报讯 为了提高群众对
“单独二胎”政策的知晓率，近日，
阳信县翟王镇开展“五进”活动，
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广泛宣传“单
独二胎”政策。

一是进农户，计生办、驻村干
部、村“两委”成员进村到组入户，
摸清村情民意，走访计生贫困户，
随访计生手术户，宣传计生政策；
二是进学校，开展关爱留守儿童、
关爱女孩等活动，普及青春期生
殖健康知识；三是进机关，把

“单独二胎”政策宣传手册及宣传
折页发送到每个机关干部职工手
中；四是进集市，每逢集日开展大
型宣教活动，采取摆点宣传、发放
宣传资料、政策解读，邀请文艺队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计生
政策；五是进商店，在临街铺面设
立政策宣传资料台，放置计生宣
传单、宣传册等宣传资料，免费提
供给广大育龄群众。(韩娟 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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