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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起大车碾轧事故让人揪心，本报记者探访商砼车、大货车凶猛

商商砼砼车车下下立立交交 时时速速超超8800公公里里

商砼车市区逆行

逼得轿车贴边走

6日早，温泉路北头一行
人被大型商砼车碾轧致死；7

日晚，长城路万官大街路口
南，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碰撞
碾轧行人致死。两天两起事
故，日前交警部门正在进一步
处理。

104国道和泮河大街向来
都是大型车辆“重灾区”，泮河
大街被压碎的路面就是很好的
佐证。10日下午1点，记者在堰
北立交桥观察，大型车辆挺“霸
道”。大型车自南向北沿着104

国道驶来，几辆商砼车和大型
牵引车，在车流中非常明显，车
速很快。有大车由立交桥匝道
转入泰东路，从中间车道直接
右转，基本不减速。并入泰东路
时，整个车身都斜着，吓得后面
的车远远减速避让。

1点半左右，三辆商砼车
经过堰北立交桥，记者保持每
小时80公里车速，竟然被远远
抛在后面。商砼车从104国道
拐入灵山大街，没有减速，向
东行驶到望岳西路时向北右

转，自东向西车辆唯恐避让不
及。而这几辆商砼车在望岳西
路由南向北行驶时，全程逆
行，将对面来的小轿车挤到路
西侧边缘，几辆车最终驶入望
岳东路和泰山大街路口的一
处工地，一路扬起高高粉尘。

大车夜间违法多

一月查三四百起

到下午5点多钟，一大批
大型车辆从104国道北上，几
乎全部开着远光灯，记者仔细
观察发现，有些大车车头竟然
有六到八个大灯，非常刺眼。
而此时，龙潭路、温泉路等路
上，也有不少大型车辆经过，
车速飞快，打着远光灯逆行。

交警二大队二中队中队
长刘明说，这段时间城区违法
大车数量已经明显少了，以往
夜间执勤时一般“前半夜查酒
驾，后半夜查大车”，因为大型
车辆都集中在夜间上路。有一
次查扣6辆渣土车，深入调查
发现有些驾驶员竟然没有驾
驶证。“还有一些过路外地车，
不认识路，就横穿城里，好在
夜间城区车辆不多。”刘明说，

对于这种车辆一般是罚款200

元，扣3分。
交警三大队界首中队中

队长王军说，104国道上对于
大车的治理从未间断。大型车
辆都需要双证齐全，平槽、盖
篷布等要求。但是平时查获的
大车违法，仅界首中队每个月
能达到300起至400起。“大车上
路主要集中在晚上8点之后至
12点之前，以及凌晨4点之后，
想钻交警休息的空。超速、疲
劳驾驶、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
等，都是常见违法行为。”王军
说，他曾经和大车司机聊过，
绝大多数都是外地车辆，跑长
途出远门，驾驶员为了多挣点
钱，有时候连续开一天一夜不
休息，还有些车已经接近报
废，还在路上呼呼跑。

王军说，下一步想通过定
期巡逻和不定期严查等手段，
严查大货车违法。“发生在104

国道这一段的大货车事故，总
体来讲不多，没有恶性事故。”

交警四大队民警王昭东
说，开发区路段的商砼车，有
些会从匝道逆行，仅仅为了省
下那几百米的油钱。大队每年
都会联系运输公司，给驾驶员

上上课，“从源头上提高驾驶
员的安全意识。”

商砼车进城开工

得先办“通行证”

说起目前泰安城区商砼
车、渣土车的现状，交警一大
队教导员陈怀忠说，大车在城
里跑太快，驾驶员爱走神。陈
怀忠说，目前大队对商砼车施
行“通行证”制度，限定进城时
间、限定行驶路线。“早晨交通
高峰期和傍晚高峰期，以及中
午学生放学时间段，禁止商砼
车进城区。根据工地所在位
置，设定行驶线路，避开学校、
商场等区域。”陈怀忠说，对于
违反规定的商混车，按照“闯
禁区”处罚200元，扣3分。再次

“闯禁区”则直接称重，超载的
依法处罚。

对于渣土车，也是要限
定时间和线路。“早晨6点至
晚上 1 0点之间，不允许驶入
城区。在晚上10点至次日6点
之间，要求车辆按照规定合
法 上 路 ，并 且 不 能 有 散 落
物。”陈怀忠说，目前辖区已
经要求渣土车将轮胎冲洗干
净再出工地上路，已经在个
别工地实行。

即便交警部门有严格要
求，不少大车还是没有办理

“通行证”，在一些重点工程或
者应急工程工地，为赶工期，
不少大车不得不白天进城。

“下一步，我们希望通过商混
公司或者渣土车运输公司，组
织驾驶员报名培训，学习完毕
登记备案，对于没有参加过学
习培训的，发现违法后从重处
罚，参加过学习的，可以从轻
或者仅仅警告，通过这种方式
将工程车驾驶员纳入管理。”
陈怀忠说。

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 (记者
杨思华) “好好的两个门，关上一
个太不方便了。”泰玻大街东段峪龙
佳苑小区部分业主由于小区东门被
关，十分苦恼。

10日上午，记者在峪龙佳苑小
区看到，小区共有北门和东门两个
入口，小区业主通过西北角的北门
出入。小区东门的电动门被关上，保
安室也关着，还有铁丝把门和小区
外墙铁栅栏固定住一起。

业主张女士介绍，整个小区估
计有四五百户入住的，除了临近东
门的两栋楼，其他业主也经常走小
区东门。“以前东门没关，大部分人
都走这个门，出去就有两个幼儿园、
还有一个诊所，路口还有很多小摊，
很多人下了班直接买点东西从东门
进来，关了以后就得绕到小区西北
角走北门。”张女士说，10月初物业
贴出通知，只说要关闭东门，并没告
知原因，没几天就锁上不再让走了，
现在已经一个月，很不方便。

在与张女士交谈时，记者看到
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从关闭的电动
门上翻出小区，不到半小时时间里，
就有4人从门上翻过。

“自从关了这个门，每天都有人
从这里翻进翻出，光看着也不安全，
现在的小区为了方便大家出入，都
设计成带两三个门了，我们这里反
倒把通行方便的门关上。”张女士
说。

“孩子就在东门外的幼儿园上
学，都是孩子爷爷奶奶送。”小区业
主李先生说，他和妻子平时工作忙，
没时间接送孩子上学，父母身体也
不好，买房时主要考虑方便老人接
送孩子方便。“因为出了小区东门就
是孩子幼儿园，我们才在靠门口的
这栋楼上买的房子，现在关了都得
从北门绕着泰玻路走，比以前麻烦
多了。

峪龙佳苑小区物业处一位负责
人表示，关闭东门主要是为了便于
管理。“小区东门临近幼儿园，很多
小区外的车辆和行人为了图方便都
直接从小区里穿过，我们才把东门
关上。”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已经
在考虑重新开放此门。“开放后只让
行人通行，这样也能方便管理。”

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记
者 陈新) 10日，花园社区的
爱心学堂筹备完成，11日，6个
社区困难家庭孩子可以到这
里上课，今后爱心学堂将每天
为孩子们免费开放。

1 0日，记者来到花园社
区，在老年人活动中心二楼，
社区工作人员和装修工人正
在完善爱心学堂内部装修。室
内安装了 4张桌子和 1 6把椅
子，两排书架，还装了空调。

“今天完成筹备，明天正
式上课。”花园社区书记刘欣
说，目前已经有6个孩子报名
上课，全都是社区低保家庭的
孩子。

报名参加的孩子张龙(化
名)，母亲有肾病，父亲在外打
工，一家人在花园小区租房居

住，家庭困难。“我照顾一家吃
住都挺难的，也没文化，孩子
学习上我根本管不了。”张龙
母亲说，别的孩子都上辅导
班、托管，她的孩子从来没有
上过。“有了爱心学堂，孩子有
人照顾了，还能教他学习，真
好！”

另一个报名爱心学堂的
孩子巩凡(化名)，母亲精神有
问题，父亲有气管炎，爷爷半
身不遂，全家人仅靠爷爷的退
休工资生活。“我们社区这样
的孩子有十几个，如果他们愿
意，尽量让他们都能过来学
习。”刘欣书记说。

爱心学堂从11日正式开
始以后，每天都会开放，时间
从4点半到5点半。教室对面是
休息室，也对孩子们开放。

“我们社区开办爱心学堂
有天然的优势，泰安市第一实
验学校花园校区大门就在小
区内，孩子也都在小区内居
住，孩子们放学以后到社区、
回家都很近，很方便。”刘欣书
记介绍，社区很早之前就有开

办类似课堂的想法，现在上级
拨款要求建设，正好利用这个
时机。

刘欣书记说，为了保证孩
子安全，社区将安排专门人员
管理课堂，必要时接送孩子上
下课。

小区俩门关一个
业主们翻门回家

近几天，泰城连续
发生两起大车碾轧行
人事故，让人痛惜。记
者调查发现，大车超
载、超速、挤占小车车
道等行为突出，大车猛
于虎实际更多的是“人
祸”。仅104国道，每月
能查处大车违法三四
百起。
文/片 本报记者 曹剑

花花园园社社区区爱爱心心学学堂堂明明天天开开班班
已有6名困难家庭的孩子报名

百合网以“帮助亿万中国人
拥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为己
任，将先进的现代科技与传统的
红娘服务结合，建设起大规模的
现代红娘服务。从2005年起，百合
网已有8000万注册用户在百合网
上寻找他们的终生伴侣。

2005年5月，百合网正式发
布，在中国首家推出基于专业心
理测试的婚恋匹配服务系统，倡
导“心灵匹配，成就幸福婚姻”的

婚恋理念，解决知人知面不知心
的难题，将心理学引入婚恋交友
领域。

百合网2006年开始试水红娘
服务，是中国婚恋网站线上线下
结合服务模式的开创者，2008年
起，遍布全国的130余家线下实
体店陆续建立起来，成为我国最
大的专业婚恋服务网络。

实名制也是百合网一大特
色，从2012年起，率先实行实名

制，使用全国公民身份认证中心
对会员身份进行认证，是中国实
名婚恋网开创者。百合网的目标
是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成为中
国现代婚恋服务龙头企业。目
前，已有超过8000万注册用户在
百合网上寻找他们的终生伴侣。

2006年，百合网凭借在婚恋
服务方面的创新、科学、专业以
及高速成长，在600多家亚洲新
兴高科技企业中脱颖而出，获得

了“年度Red Herring 亚洲100

家未上市科技百强企业”荣誉，
并成为当时唯一荣膺Red her-
ring亚洲百强的婚恋网站。2007

年，百合网荣膺“中国商业网站
排行榜婚恋交友类”第一名。2010

年，工信部信息安全协调司联合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权威发布《2009年网站个人信息
保护测评报告》，百合网在电子
商务、招聘、婚恋和游戏4大行业

共6 2个网站中，总评分排名第
一。2013年12月，百合网荣获婚尚
盛典成就大奖———“婚尚中国力
量奖”，自此相亲正式成为时尚。
2014年4月，百合网获2014金瑞奖
“最具影响力婚恋交友应用奖”，
百合网移动APP“百合婚恋”行
业排名第一。百合网取得的荣誉
不止这些。百合网也将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更多会员找到幸福。

(路伟)

880000万万会会员员从从百百合合网网找找到到伴伴侣侣

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布置爱心学堂。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业主翻门。 本报记者 杨思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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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满载的大货
车并入泰东路，后方面包
车远远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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