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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24 日讯(见习
记者 王德军 段学虎) 22

日 18 时左右，府前大街金水

桥桥面弧顶处又发生交通

事故，两辆对向行驶轿车正

面相撞。现场车体碎片凌乱

(见右图 )，幸运的是双方驾
驶员没有受到严重伤害。

22 日晚，记者赶到现场

时，现场已围了不少市民，

交警正在处理事故。记者发

现金水桥上停着两辆轿车，

两车车头严重破损，两车的

驾驶室安全气囊打开。西侧
轿车车头朝东，越过了中央

双黄线，且汽油泄漏，顺桥
面流了六七米远。

据目击者王先生介绍，

事发当时他刚好途经此处，

听到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音
后，只见相向行驶的两辆车

在桥中央正面相撞。王先生

说，金水桥拱度就是太高，

看上去得有 1 . 8 米多高。这

样很容易导致对向行驶的

车辆在桥面下互相看不到

对方，上桥发现危险后来不
急刹车。记者观察，整个桥面

中线上没有隔离带，安全意识

淡薄的驾驶员，过桥时车辆一
旦越线，就很有可能与对面来

的车辆相撞。

围观的附近居民李女

士称，桥下没有减速标志或

减速设施，出租车到这个桥
有时不减速，坐车特别害怕

车辆越过桥面高点后急速

下坠的感觉。她说，到了晚

上，路上车又少，速度又快，

那时坐车经过时更害怕了。

李女士指着马路中线正闪

光的指示灯说：“以前也有

不少人反映这个问题，后来

在马路中线上装了指示灯，

可还是经常发生事故。”她

说，前几天晚上同样是在这

座桥上也发生了一起事故，

当时是两辆车追尾。

据了解，金水桥规划时为
了通过船只，所以建成拱形，

并仿照了古代拱桥而建，但是

由于河面跨度较小，导致拱形
桥面有些高。对此，交警支队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接

到过一些市民反映的这个情
况，便特意在马路中线上装了

指示灯，但还是无法杜绝交通

意外的发生。

金水桥上两车正面相撞
马路中央虽安装指示灯，车祸仍时有发生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见习记者 张大宁) 随着
23 日“千校乒乓球赛”的结

束，山东省第二届“百、千、

万”东营赛区的决赛也于当

日落下帷幕。

“百、千、万”比赛的最后

一项赛事“千校乒乓球赛”23

日在东营市移动全球通乒乓

球俱乐部举行。来自东营市

三县两区的 5支代表队进行
了激烈的角逐。此次比赛主

要面向东营市的中小学学

生，年龄限制在 16 岁以下，

禁止专业运动员参赛。参赛

运动员代表所在的学校进行
比赛。比赛结束后，由男女运

动员的前三名组成东营代表

队，11 月将赴济南参加全省
的总决赛。

千校乒乓球赛

东营赛区比赛结束

市民在大量购买食用油。 本报见习记者 郑美芹 摄

洗车店易主 优惠卡诓人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见习记者

任斌) 24 日，广饶县的李先生向本

报反映，年初他在一家洗车店办了

一张面值为 100 元的洗车卡，结果

洗车店半路易主，原老板不接电话，

新老板称以前的洗车卡作废。

今年年初，家住广饶县的李

先生到县城兵圣路一家金饰洁洗
车店洗车。当时店员向他推荐说，

办一张 100 元面值的洗车卡可享
受 12 次洗车服务。李先生经常跑

车，觉得这样的价格挺优惠的，就

办了一张。

6 月份，李先生去洗车时，发

现店门关闭。起初，他以为那天店

面不营业，可过了 2 天，店门还是
关着。于是，李先生到隔壁店铺进

行打听，这才知道洗车店已经关

门 10 多天了。李先生说，他一共才

去洗过 5 次车。

10 月 19 日，李先生经过该洗
车店时，看到该店正在营业。进店

后，他看到店内员工都是老面孔，

可店老板却换了。经询问，李先生

得知原来的老板把店转手了，新
老板称以前发售的洗车卡作废。

李先生通过洗车卡上的电话，联

系到前店老板，“我问他之前办的

卡怎么办，他一句以后再说就挂

掉了电话，之后我又打了好几次，

对方一直不接。”

记者根据李先生提供的电话

与前店老板取得联系，对方称，之

前转让洗车店时，售出的洗车卡

并没一并转让给新的店老板。但

他说以后还会开店，届时会给那

些办卡的人挨个打电话，让顾客

去新店洗车，但是新开店的时间、

地点他却不肯透露。

山东领先律师事务所律师赵

昊指出，消费者和洗车店通过办

理洗车卡，已经和商家形成合同

关系，由于店面等都没有更换，新
老板有义务为持卡的消费者提供

原先商定的服务。律师提醒消费

者，预付费的消费方式可享一定

优惠，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消
费者在办理类似优惠卡之前，要
看对方证照是否齐全，办的卡上

一定要加盖商铺公章，并索要正

规发票。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见

习记者 王参) 22 日上午
7 点左右，在东二路与府前

大街路口，一辆摩托车与一
辆中型货车相撞，摩托车主

被撞翻在地，头盔破裂，但

他拒绝去医院就医，而要求

货车司机赔偿人民币 3000

元。

据了解，当时该摩托车

高速在东二路由南向北行
驶，绿灯期间迎面撞上从府

前大街开出来的一辆东营

牌照的中型货车。摩托车被

当场撞翻，车主被甩在地

上，头盔后部被磕出一很大

裂口，腿部受伤，货车前部

保险杠受损。

据交警透露，该摩托

车没有牌照，车主拒绝跟

随 120 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治疗。货车司机称会按照

交通部门的检测规定进行
赔偿，并支付摩托车主的

修理费和医药费。但是摩

托车主拒绝去医院治疗，

而 要 求 货 车 司 机 赔 付
3000 元，私了解决问题，

他也拒绝去交通事故理赔

中心进行事故鉴定。

在交警的耐心劝导教

育下，摩托车主最终同意随

交警一同去理赔中心进行

事故鉴定。

摩托车被撞

不去医院只开口要钱

食用油要涨了

市民提前行动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见习记者

张大宁) 24 日，记者走访东营

各大商场了解到，食用油价格可

能要在月底涨价。花生油的涨幅

在 10-20 元之间，豆油涨幅在 10-

15 元之间。有市民开始抢购，部分

食用油甚至出现断货现象。

近期食用油涨价的消息引起
不少市民的反应。百货大楼售货

员周女士说，最近一周受到涨价

消息的刺激，不少顾客抢在涨价

之前做好储备，在商场经常能看

到顾客购买两三桶的现象，有的

品牌食用油甚至出现了断货的现
象。

周女士说：“这段时间和过节

时销量差不多了，一天能卖 1 0 0

多桶。”她说，超市已收到商家涨

价通知，最迟会在月底前完成相
关工作。记者走访其他超市发现，

各种品牌的食用油都已经停止了

促销。

据了解，这次价格上涨包括

各种品牌、各种原料的食用油，花

生油的涨幅在 10-20 元之间，豆

油涨幅在 10-15 元之间，其他品
种的食用油目前超市还没有接到

具体的通知。

本报 10 月 24 讯(见习
记者 顾松) 近日，本报

连续报道了“男子被追跳

楼”一事，引起了市民广泛

的关注。23 日晚，躺在鸿港

医院外科病房的跳楼男子

李先生的父亲赶到东营。因

其无力支付万余元医疗费，

医院 24 日开始对李先生停

药。医生称，受伤男子已度

过危险期，此时停药可能会

出现伤口感染。

据李先生的父亲介

绍，他是 10 月 22 日从老

家黑龙江佳木斯出发赶来

东营的，到达医院是 23 日

晚上 8 时左右。他说：“我

们在东营没有亲戚朋友，

在老家东借西凑，一共才

凑了 2000 元。今天早晨医

生查房时说，因为我们还

没有交齐拖欠的医疗费，

要给我儿子停药。”

鸿港医院外科的吴医
生告诉记者，24 日上午医
院已经和李先生的父亲交
涉过医疗欠费的问题，但

李先生的父亲就说没钱。

目前李先生已经拖欠医院

医疗费 13000 余元，对此，

医院表示很无奈，只能给

李先生停药了。医院解
释，现在李先生已经过了

危险期，不会出现瘫痪的

后果，但此时停药可能会

出现伤口感染的状况。

男子脱离危险

其父赶到仍无力付药费

格“男子被追跳楼”追踪

老年人锻炼

跑步不如走路更合适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见习记者 张大宁) 10

月 15 日至 24 日敬老月期
间，东营市全民健身中心免

费为百余名老人进行了体

测。专家发现老年人锻炼存

在误区，提醒老年人锻炼时
走路比跑步更合适。

全民健身中心于教练

告诉记者，通过 10 天检测

发现，老年人的体质普遍存

在体重超重、心肺功能差、

力量差、柔韧性过差的问

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心肺功

能差和柔韧性差。他说，不

少老人喜欢跑步，其实这不

适合老年人，慢走和快走是
老年人最好的锻炼方式，如

果每天坚持行走 40 分钟，

对身体会有很大的益处。

目前，天气渐冷，于教练

提醒市民，要注意合理安排

锻练时间，一般不要选择在

早上锻炼，下午三点之后是
一天中锻炼的黄金时间。于

教练还提醒老年人，小区里

的健身器材是非常好的锻炼

身体的地方，要好好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