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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义工工帮帮蒜蒜农农抽抽蒜蒜薹薹
免免费费送送给给环环卫卫工工

本报东明5月7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肖思
辉) 目前正是蒜薹成熟时
节，但不少地方的蒜薹面临
无人收割的窘境。5日-6日，
本报蚂蚁义工团东明分团和
东明黄河义工协会的义工们
来到东明集镇、小井镇、大屯
镇，帮助蒜农抵蒜薹，并将抵
好的蒜薹送给敬老院、环卫
工人手中。

“蒜薹长出来后，如果
不及时抽出来，就会影响
大蒜的生长，造成减产的
严重后果。”一位老农告诉
义工，“今年蒜薹市场价格
低，从他家蒜田买蒜薹，一
斤最多卖五毛钱，而仅雇

人 抽 蒜 薹 这 一 项 就 亏 本
了。”另一位村民则表示：

“现在人不好找，抽一天蒜
薹至少得50元的工钱，还要
管饭。看着一地的蒜薹，我
们真是愁死了。”

看到义工们帮他们抽蒜
薹，蒜农们乐坏了。一位村民
表示，“要不是你们，我们这
么多蒜薹，肯定是赔到家了。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一位参与活动的志愿者
说：“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快
乐，我们再把蒜薹送给敬老
院的老人们和环卫工人，不
但减轻了蒜农的劳动力还充
实了自己又奉献了一份爱
心。”

本报菏泽5月7日讯 (记者
赵念东 牟张涛) 6日18时

许，菏泽市区长江西路郭大千
社区一工厂仓库突发大火，由
于仓库主要储藏为塑料与日用
百货等制品，滚滚浓烟高达十
余米。接警后，牡丹区、开发区
共出动8辆消防车前去救援，20
时许，火势得到控制。所幸大火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6日19时许，菏泽各大微
博、朋友圈被菏泽西关一仓库
着火的视频、照片刷屏，从中可
以看到，现场火势很大，浓烟滚
滚。

随后，齐鲁晚报记者立即
前往火灾现场采访。当行至长
江路与西安路交叉路口时，已
实行交通管制，只能选择绕道
前行。由于路上堵车严重，到达

事发地点时，已是20时许，消防
人员正在灭火。

现场，齐鲁晚报记者从牡
丹区公安消防大队获悉，大火
应该是在当天下午18时30分左
右发生的，他们在18点38分接
警郭大千社区一仓库着火，第
一时间出动牡丹区、开发区8辆
消防车前去救援，5分钟左右到
达现场。现场，他们看到两栋屋
脊式仓库着火，由于该仓库储
存的物品为塑料以及日常百货
等物品，起火很快且火势很大。
直到20时许，火势基本得到控
制，没有蔓延的趋势。

齐鲁晚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着火仓库与其他民房联排
挨着，事发村庄待拆，屋顶多为
彩钢板，很容易燃烧，而就在着
火仓库背面的不远处为菏泽西
关小商品城的仓库。“我们在着

火的第一时间便组织人员展开
救火。”西关小商品城市场管理
办公室薛经理称，由于商品城
的货物基本都在储藏在南面的
仓库内，火势一旦向北蔓延，后
果将不堪设想。

21时许，火势仍没有完全
被熄灭，依稀可以看到火星以
及浓烟，现场仍有很多围观群
众。“我们这个村算是城中村，
马上要拆了。村中路面不算太
宽，当时路上停了不少私家
车，加之又有很多围观人群，
消防车辆很不容易才进去。”
家住附近的居民称，这一区域
都是居住区，幸亏大火被及时
控制了。

7日，齐鲁晚报记者从牡丹
区公安消防大队获悉，该场大
火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
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仓仓库库突突发发大大火火，，现现场场浓浓烟烟冲冲天天
菏泽市区一企业仓库着火，未造成人员伤亡，原因仍在调查中

孕孕妇妇路路边边产产下下女女婴婴
警警医医联联手手救救助助

本报菏泽5月7日讯 (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朱建
英) 定陶区一女子因患有
精神障碍，无法得知预产期，
在一次独自出行时，突然羊
水破裂，于路边产婴。定陶警
方在接到群众报警后，立即
赶往现场，并在第一时间联
系镇卫生院与拨打120急救
电话。因抢救时间及时，母女
平安。

6日9时47分，定陶公安
局半堤派出所接到报警，半
堤镇成海村北头有一40岁左
右的妇女在路边产下一婴
儿，现在该产妇大量出血，情
况十分危急。了解情况后，派
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了镇
卫生院，火速与两名妇产科
医生赶赴现场对该产妇和孩
子进行抢救，并在路上及时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
该产妇昏躺在路边，下身有
大量血迹，孩子不断传出啼
哭声。民警一方面迅速搭起
围挡协助医生对产妇和孩子
进行前期治疗。另一方面民
警对周围群众进行走访，确
定该妇女身份。

经走访，民警得知该
妇女叫孙某，半堤镇村民，
患有精神智障。民警及时
与孙某家人取得联系，据
孙某家人说，孙某因有精
神障碍，无法得知预产期，
没想到今天孙某外出时，
突然羊水破裂。

在120救护车到达后，民
警与医生、孙某家人将孙某
抬上救护车快速送到定陶区
人民医院进行后期治疗。得
知母女平安，民警一直悬着
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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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巨野5月7日讯 (记
者 李凤仪 通讯员 王
艳) 7日，齐鲁晚报记者从
巨野县消防大队获悉，近日
行驶在327国道龙固路段的
一辆货车不慎撞上停靠路边
的一辆货车，两名人员被困
车内。巨野县消防大队接到
报警后，迅速出动救援。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看
到，大量玻璃碎片及车头零件
碎片散落一地，由于货车撞击
力量很大，车胎都已爆破，车
上的司机由于受到突然碰撞
被死死卡在座位上动弹不得，
腿部及头部还血流不止。

从现场来看，情况十分
紧急。为了避免其激动的情
绪导致流血速度过快，现场
救援人员一面安抚被困人
员，一面加快营救速度。消防
官兵们用切割机和液压剪一
点一点拆除两扇车门铁皮，
司机被卡相对较轻，半个小
时候分钟后男子被救出，并
交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
进行救治。

据了解，由于该货车车
速过快，才一时失控撞向路
边的另一辆货车，导致事故
发生，所幸车上2人均成功获
救。

本报菏泽5月7日讯 (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牛建峰

冬青) 五一假期过后，菏泽的
宋女士抑郁于心近4个月的烦
心事终于了了。原来，代驾司机
驾驶她的车出了事故，却在事
后失联，而代驾公司又迟迟不
给她合理赔付，直到近日在菏
泽市消协的介入调解下，事情
才得到圆满解决。

近日，家住菏泽市区的宋
女士向菏泽市消费者协会投
诉，称自己使用某代驾公司代
驾司机时发生事故，代驾司机
失联，代驾公司不按约定履行
赔偿，理赔遭遇难题。

菏泽市消费者协会接到投
诉后，经调查了解到，今年1月
份，宋女士在晚间聚会期间喝了
红酒，为安全起见，遂找了代驾
司机，要求其驾驶自己的路虎车
从酒店行驶到小区地下车库。

然而，到达地下车库时，代
驾司机不小心发生碰撞事故。
宋女士当即报案，保险公司和

交管部门工作人员到达了现
场，拍照并填写了事故处理单，
认定代驾司机负全责，当时代
驾司机也没有任何异议，宋女
士没有多想就直接让代驾司机
离开了。

后来，宋女士去维修车辆，
得知维修费用大概3000元左
右，当她联系代驾司机时，却再
也联系不上了。宋女士就找到
该代驾公司菏泽办公地点，代
驾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可以按照
保险公司标准给予赔偿。但因
赔偿的标准低，与实际修车费
用差距太大，宋女士遂又联系
了该代驾公司全国400服务热
线，热线多次接通后都是从普
通线转到保险部，保险部答复
查实以后给宋女士答复，但就
此却没了下文。

很快3个多月过去了，宋女
士的要求迟迟没有得到落实，
连之前说好的按照保险公司标
准给予赔付的答复也没了结
果。宋女士无奈向菏泽市消费

者协会投诉。
接投诉后，菏泽市消费者

协会工作人员联系到该代驾公
司，与该代驾公司工作人员进
行耐心沟通，对方表示可以按
照保险标准执行，即赔偿宋女
士2000元的维修费，但因代驾
司机失联，宋女士必须先行垫
付，待单据等相关证明邮寄到
总部后方可报销。宋女士表示
同意。

至此，一起因代驾司机肇
事失联引起的赔偿纠纷终于得
以解决。

菏泽市消费者协会通过本
报提醒广大消费者，找代驾一
定要找具有正规资质的专业代
驾公司；同时也呼吁有关部门
对代驾公司及代驾司机加强严
格管理，不仅对司机有最低驾
龄的硬性要求，还应有司机培
训上岗的严格流程，尽可能地
避免代驾过程中安全事故的发
生，确保代驾安全，切实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代代驾驾司司机机肇肇事事失失联联，，理理赔赔难难咋咋办办
菏泽市消费者协会介入助力市民成功维权

现现场场火火势势很很大大。。((读读者者供供图图))现场火势很大。(读者供图)

两两大大货货车车相相撞撞
消消防防救救出出被被困困司司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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