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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本报12月15日讯(通讯员 潘
建军 林民 李妍妍 记者 赵
金阳) 15日，烟台市区气温骤降，
东山街道开通了恶劣天气两条保
障线。

一个是，街道“爱心超市”第
一时间出动，为辖区弱势群体开
展“三送”活动：为空巢老人、腿脚
不灵便的老人送去蔬菜、盐等应
急物品；为低保贫困家庭送去米、
面生活必需物品；为贫困流动人
口家庭送去棉衣、棉被等保暖物
品。

一个是清雪。面对积雪，为保
证辖区道路畅通，街道“清雪突击
队”及时行动，在辖区的次干道、
背街小巷撒盐融雪；在坡陡路滑
地段，安排专人看护，做到雪随下
随清。

如果有一天，你开着车在路
上行驶，忽然轧了一个行人的
脚，对方又摔倒在地，跟你要
2000元，你会怎么办？网友“坤之
道”就借他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
讲讲他处理此类事故的经验。

近日，网友“坤之道”在烟台
论坛发帖称，刚才撞人了，差点
被敲诈2000元。

咋回事呢？“坤之道”说，当
天他在火车站路口的斑马线上
轧到一位行人脚，行人着急赶火
车，就跟他要3000元准备私了，
后来这位行人又将索赔降低到

了2000元。
随后，交警和保险公司都到

现场进行事故勘查，交警事故科
的人给出了车主负全责的事故
认定书。由于担心这个事故影响
到自己的车辆过户，网友“坤之
道”就决定将撞伤的行人带去医
院治疗，然后再一起处理保险事
故和交通事故。

但是这位行人再次提出私
了的请求，依然要价2000元。“坤
之道”一直坚持说，只能赔付200

元。这位行人说就要2000元，否
则就不去处理事故。

最后这位行人一看“坤之
道”死不松口，就离开了。

网友“坤之道”拨打了交警
电话询问此事是否会影响到车
辆过户。交警说，这一事故已经

处理完毕，并不影响车辆过户。
交警的一番话也让网友“坤之
道”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灿然一笑：去年逛街的时
候也被车轧到了脚，人家也是拿
了200元给我，俺没好意思要。后
来车主又留了电话让我有事找
他，后来也一点事也没有。轧到
的那个脚一点都不痛，也没肿。

@宋佳薇：我是在大润发拐
弯的路口上，不知道怎么一名男
子的摩托就倚倒在我的左前门
了。我一看他胳膊蹭破了皮，就
给他扶到路边了，后来他就开始
说他怎么怎么不舒服，去医院也
不去，最后问我要了300元，我着
急上班给钱就走了。大家都说我
被骗了。

见习记者 侯冬冬

开车轧了行人脚，被索2000元
网友发帖晒经历，教你怎么处理这类事故

几天前，记
者 途 经 塔 山 小
区，看到一家烧
烤 店 外 的 招 牌
上写着“哥卖的
不是烧烤，是寂
寞”。旁边内衣
店 老 板 告 诉 记
者，冬天来了，
寂 寞 哥 连 寂 寞
也卖不了，早收
拾 回 老 家 忙 过
年了。 本报记
者 孙 淑 玉
摄影报道

发帖：@gaohiqi(烟台论坛)

快过年了，你觉得现在
的“年”有年味吗？我是觉得
年味越来越淡了。大家都来
说说。
跟帖：
@阳光遮掩微笑

淡了好多，现在过年连
个放鞭炮的小孩都看不见。
在我小时候，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反而很羡慕海外的华人
街，那里的春节反而比我们
这要有意思得多，看来以后
过年得出去过了。
@暖暖媚媚

唉，我都不爱过年了，一
点意思没有！以前每到大年
三十晚上，都睡不着觉，想着
初一早晨起来穿新衣服。现
在，初一早晨一点都不想起
来出去拜年。
@贝儿贝儿

是啊，都对现在的年没
有感觉了。
@麻袋依依

感觉现在“人味”跟“年
味”都越来越淡了。
@csbmw

是啊，感觉过个年，比平
时都要累，而且没什么意思！
@4ydelta

我觉得主要是现在的生
活水平提高了，每一天的日
子都过得差不多，像以前过
年能吃上饺子，一家人不知
道要多高兴，现在哪一天吃
不上好的？另外，随着社会发
展，一些习俗正在慢慢消失，
人的观念也在慢慢转变。过
年更多意味着家人的团聚和
休息的契机。

整理 本报记者 冯荣达

你觉得现在的“年”

还有年味吗

热热帖帖

守着自来水却得买水吃
原来村里自来水水井受了垃圾污染，杂质很多，村民不敢喝

本报12月15日讯(实习生
潘铮 记者 苑菲菲) 莱山
区上海滩花园小区和德尚世
家小区之间的庆祥路，只修了
一半就停工了，周边居民对此
很不解。15日，记者采访了解
到，这条本该和迎春大街及港
城东大街相连的路，因为牵涉
到两个村子的旧村改造，就这

么被耽搁了下来。
莱山区的上海滩花园小

区与小区西边的德尚世家小
区之间的庆祥路从去年3月份
开始修建。周边居民告诉记
者，这条路最初修建的时候，
是要向北连接港城东大街，向
南连接双河东路，然后再向西
与迎春大街相通。居民都很高

兴，因为这样一来，周边小区
的出行就可以便利许多。

可就在居民们等着路修
好的时候，庆祥路却只修了一
半，就在去年5月份停工了。15

日上午，记者来到庆祥路见到
的就是修了一半的道路。

上海滩花园小区的居民
孙先生告诉记者，当初看中

小区的房子，就是以为这里
以后会交通便利。可如今周
边的几条路不能连接，导致
小区三面的道路不通畅，乘
坐公交车也需要穿过孙家滩
村到汽车东站站点坐车，十
分不便。

虽然从去年至今，居民
们多次向规划、住建、建设等

部门咨询庆祥路的开通时
间，但得到的却只有同一个
答复，被征迁问题阻挠。原
来，庆祥路北与港城东大街
之间是孙家滩村，南面虽然
和双河路相连，但双河路向
西就是宋家庄村，再往西才
是迎春大街。因此，只有这两
个村旧村改造的问题解决

了，庆祥路才会贯通。
目前，上海滩花园小区和

德尚世家小区的居民出行，只
有顺着双河东路往东走，或穿
过孙家滩村往南走。不过因为
这两条路不十分平坦，且较
窄，车多的时候会堵。

居民们都盼着庆祥路能
够早日修通。

格庆祥路

路才修了一半，咋就停工了
原来是旧村改造阻挡了修路的步伐，目前无法继续施工

寂寂寞寞也也没没得得卖卖了了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苑菲菲 ) 明明家中通着自
来水，莱山区解甲庄街道办
事处车家村的300余户村民
却得买矿泉水来喝。原来该
村虽有自来水，水源却来自
村子自打的水井。因井水受
到周边垃圾的污染，水中杂
质很多，村民都不敢喝。

车先生是解甲庄街道办
事处车家村的村民，从十多
年前开始，村里就打了口地
表井，通上了自来水。车先生
记得，当时的自来水水质还
不错，村民们也一直喝井里
的水。可从前几年开始村民
们发现，自来水中的杂质越
来越多。

到2009年时，容器里的生
水放置几个小时就会在水底

出现一层厚厚的黄色物质，在
村民们的要求下，村里又另打
了一口新井。可用了没多久，
新井就没水了，村里又开始用
原来的那口地表井。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村
民们开始买矿泉水喝了。300

多户几乎每家都用饮水机，
怕这样的自来水能喝出病
来。”村民李女士说。

15日下午，记者来到车
家村，看到了村民正在用的
那口井。整口井都被围在一
个小屋子里，外面锁着门，井
周边全是大片大片的生活垃
圾。

村民车先生告诉记者，
自来水中的杂质和村子里的
垃圾不无关系。“以前没有这
么多垃圾，现在越扔越多。我

们吃水的井浅，这些垃圾产
生的污水都通过地表渗透进
去了。”车先生说，现在家里
除了洗漱、拖地用自来水之
外，做饭都只敢用矿泉水。

对此，解甲庄街道办事
处车家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解释，村子里在用的水
井是以前祖辈们留下来的，
打得浅，地势也比较低。近两
年随着生活垃圾的增多，井
周边变成了垃圾场，每当下
雨天雨水混着污水就会灌进
井中。

“我们这边比较偏远，自
来水管道铺设不过来。目前
村里正在地势高，周边没有
污染的那一头打新井，这次
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污染的
情况。”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侯艳
艳) 购买强化木地板，应如何鉴
别质量？近日，不少读者咨询这一
问题。对此，记者采访了宏耐地板
的专业人士。专家说，强化木地板
的选择应从品牌、包装、耐磨转数
等多方面着手。

15日，家中幸福路的王女士
致电本报地板维修热线咨询，如
何选购一款强化木地板。因为从
外观上，她很难鉴别这种地板的
质量好坏。

为此，记者咨询了宏耐地板
的专业人士。据专业人士介绍，选
购强化木地板应主要从5方面考
虑。“选地板首先看品牌。知名品
牌的地板质量好，售后服务也有
保证，可以免去后顾之忧。”专业
人士说，正规厂商生产的地板包
装上应有中文标注的制造商名
称、地址、使用说明和执行标准，
产品的包装箱上标识完整，包括
注册商标、生产厂家、经营单位、
型号、数量、地址、电话等。

“耐磨转数也是一个重要的
参考标准。”通常家庭用地板耐磨
转数通常在6000转以上，而公共
场所通常在9000转以上。同时，强
化木地板中含有一定量的甲醛，
甲醛含量不应超过国家规定的指
标值(1 . 5mg/L)。

本报现面向芝罘区和莱山区
诚征“孤儿”地板，如果你家的地
板已无法找到原厂商，且面临维
修困境，请致电：18706459765。为方
便维修，报名时请将地板破损图
片传到邮箱：651778226@qq.com。
本次活动历时3个月，凡是符合报
名条件的市民致电本报，本报对
信息进行汇总后，将一一入户进
行维修。

强化木地板咋选购

听专家给您支个招

雪天有温暖

自来水放到碗里，几小时后出现了黄色的杂
质。 苑菲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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