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着电动车

结果没用上
7点25分，市民朱先生开车从北

边过来，把车停在二环东路与和平路
交口处的人行道上。一下车，朱先生
就急匆匆地拉着女儿和女儿的同学
加入甸柳第一小学上学的人流中。

“确实有点堵，平时15分钟的路
走了半个小时。”朱先生说：“不过没
想象的那么厉害，怕堵在路上，我把
电动车都拉上了，结果没用着。”记者
绕回朱先生的车后斗，看到里面塞着
一辆电动车。

采访中，甸柳第一小学的家长多
数认为今早的车流量还可以忍受。

“以前送孩子把车停在学校门口，现
在只能在二环东路路口找个地儿停
下。”家长杨女士说。“还行，忍忍就过
去了，还有几天就放暑假了。”

“为了防止堵车耽误孩子上学，
我提前20分钟就出门了。”家住燕子

山路的李先生告诉记者，往常都是7
点40分出家门，8点之前就能把孩子
送到甸柳一小。和平路封闭施工后，
害怕道路拥堵耽误孩子上学，李先生
7点20分就出门了，没想到并不像想
象中那样拥堵。

因为车太多，二环东路西侧非机
动车道也挤满了南行的车辆，不过没
有车辆因为拥堵停滞。记者看到，在
二环东路与和平路交口的西北角，至
少有四名协警在疏导交通。

仅有一起报堵

发生在小区内
记者从历下交警大队指挥中心

了解到，早高峰过后，平峰时段周边
车流量稍大，较平时没有太大变化。
24日早，和平路周边有一起报堵，这
起拥堵没有发生在主干道，而是发生
在甸柳小区里。

“正值送孩子、上班的高峰期，小
区内的路本来就窄，车辆、孩子都挤

在里面，又因为道路封闭影响车辆通
行，形成了这次拥堵。”历下交警大队
宣传科民警韩烨告诉记者。

记者从济南市交警支队了解到，
部分小区微循环道路存在乱停车现
象，造成绕行车辆通行不流畅，容易
形成节点。

历下交警大队指挥中心介绍，受和
平路施工影响，周边路段的道路拥堵情
况由大到小依次是经十路、文化路、解
放路、二环东路。与往日相比，文化路的
东西双向车流量增大较明显。

历下交警大队交通科副科长李
志超告诉记者，据观察，24日的早高
峰，二环东路、文化东路车流量要比
和平路禁行前多了近一倍，解放路、
经一路流量变化不大。和平路封闭施
工第一个早高峰没有想象的那么堵。

交警加强巡逻

减少违规堵路
“这一方面因为前期交警和媒体

的充分宣传，给了大家准备。一方面，
交通组织方案、分流措施相对合理。
另外，历下交警也是全警出动进行交
通疏导。”李志超说。

前期，历下交警深入到和平路沿
线每个单位、学校、社区，联系相关负
责人，详细告知封闭和通行措施。通
过报纸、电视、广播，以及“济南历下
交警”官方(新浪)微博、“济南历下交
警”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号：
jnlxjj)等方式及时发布沿线路况信
息，提示驾驶员朋友选择合适的通行
路线。

为了更好地提示广大驾驶员，交
警协同施工方安装了28块交通绕行
提示牌，22块交通指示标志，在和平
路周边新增14处疏导岗位，全力应对
交通流量的变化。

为避免因交通事故发生拥挤，历
下交警增加6组摩托车巡逻警力，提
高接警调解力度。交警加大了对施工
沿线机动车逆向行驶、违法停车交通
违法行为的查处，减少交叉点和阻碍
点，以保证畅通。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孟燕)
2 4日是和平路施工后的首个工作
日，周边历山路交通压力增大。一大
早，79路公交车被堵在了历山路大
润发附近，因为堵车烦躁，一位老人
和玩游戏的小伙子情绪失控，发生
了争执。

24日上午8点半左右，79路驾驶

员郭伟驾车由南向北驾车行驶至历
下大润发附近时，一位70多岁的老
年乘客和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发生
了争执。“从经十路拐进来就堵，堵
了有七八分钟。”郭师傅表示，小伙
子趁堵车无聊玩起了手机游戏，但
由于声音比较大，惹怒了坐在旁边
的老人。

“老人是从外面锻炼回来，想
早点回家，堵车也很心烦。”郭师傅
解释。“你声音这么大，烦不烦！”老
人说。小伙子也“不甘示弱”：“我又
没碍着你！”看着一场争执就要愈
演愈烈，驾驶员马上进行了劝阻。

7 9路车队负责人表示，堵车
时 ，大 部 分 人 都 会 产 生 烦 躁 、压

抑，情绪失控、抱怨或连续按喇叭
都是堵车时常做的事。“和平路施
工工期较长，预计历山路的交通
会出现较长时间的拥堵。”该负责
人表示，为了缓解堵车的烦躁，车
队将在车厢内放置当天的报纸、
杂志，并播放舒缓音乐转移乘客
注意力。

为避开学校周边拥堵，市民提前20分钟出门

第一个早高峰没想象的的的
本报记者 张亚楠 王光营 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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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孟燕)
24日下午从山师附小了解到，考虑
到修路期间交通不便以及学生安
全，学校将提前组织考试放假。

24日是和平路施工后的首个工
作日，山师北街只允许由北向南单
向行驶。一早记者在山师北街和文
化东路的交叉口看到，路口交警正
在指挥交通，送孩子的私家车排着
队慢慢往外“挪”。因为道路施工缺
少停车场地，四五辆黄色的校车则
停在了施工围栏内，不远处就是正
在开挖地面的挖掘机。

“考虑到和平路施工，学校将考
试时间从周五提前到了周三。”24日
下午，山师附小相关负责人表示，学
校刚下发了通知要求提前放假。“主
要是考虑到孩子的安全，大型机械
施工，还有车辆来来回回，都不安

全。另外，接送孩子的私家车和校车
行驶、停放都不方便。”该负责人表
示，鉴于修路的影响，学校将放假
时间提前到了26日。同时，学生也
不用返校拿成绩单了，学校会通过
其他方式送到家长手中。

甸柳一小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学校没有接到提前考试放假
的通知。和平路施工对学校产生了
一些影响，主要是噪音。另外，早晚
接送孩子的车辆在和平路路口造
成了拥堵。

家住燕子山小区的市民吴先
生表示，自从和平路正式施工改
造后，路南就围上了围挡，虽然留
了一个出入口，但通行仍然不方
便。和平路沿线居民和商家非常
多，每天出入的人流和车流都很
大，如果能够修好一段再修另一
段就好了。

记者了解到，和平路目前正在
进行半封闭施工，大部分路段在两
侧路口处都设置了施工挡板，其中
一侧路口是处于完全封闭状态。另
外，和平路上还有羊头峪西沟、羊
头峪东沟和马家庄沟3座桥涵，在
建设中采取了全封闭施工的模式，
和平路也被分成了四段施工区域。

“如果一段一段地修路，是否
通行就方便一些呢？”对此，不少
市民表示，为了减轻道路改造对
交通的压力，市政部门应该考虑

分段施工。
“这也是道路改造的一种方

式，但实际执行起来会给市民带
来更多的麻烦。”一位施工人员表
示，和平路分三段同时施工，目的
就是减少施工时间，减轻给周边
居民带来的不便。

据介绍，和平路提升改造的
工期为1 1个月，除了路面维修，
水、气、暖等管线的改造也是一个
重要工程。如果分成三段顺序施
工，改造的时间将提高三倍，道路
上的管线肯定无法在冬季到来前
完成，届时将给市民的供暖带来
很大的影响。

这位施工人员表示，道路只要
在施工状态，多少都会给周边居民
带来不便。如果分为三个路段顺序
施工，无论先修哪一个路段，这种
生活不方便的时间将会大大延长。

山师附小提前考试放假

为啥不分段施工
本报记者 王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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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堵车心烦躁 两乘客吵起来

6月24日早晨7点半，和

平路与二环东路交口处，鸣

笛声不断，二环东路西侧的

非机动车道上，机动车前后

相接低速行驶。虽然拥挤，但

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

里，在这个路口没有因拥堵

造成的停车。这是和平路沿

线改造封闭施工后第一个工

作日的早高峰。

济南交警提示
扫描一下二维码

可知和平路通行指南

24日
一早，山师
附小的孩子
穿过和平路
施工区去上
学。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24日，和平路二环东路路口高峰期比平时更加拥堵，高架桥下桥口停满车辆。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那那那么么么堵堵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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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城区大修路，早公交能
不能免票鼓励市民错峰出行啊？”
24日，和平路开工后，省城东部城
区迎来首个工作日，部分路段出
现拥堵。有市民建议，公交公司可
以学习成都公交的经验，给搭乘
早班车的市民免票，鼓励大家错
峰出行，避免交通拥堵。

据了解，自7月1日起，所有全
程在成都中心城区运行并开通天
府通卡消费功能的公交线路，每
日5：00-7：00时段实行刷卡免费乘
车，鼓励市民提前错峰出行。

此外，上海也是目前全国唯
一对老年人乘公交优惠实行高峰
限时的城市。70岁以上的老人可
在非高峰时段免费乘坐公交车，
在高峰时段给别的乘客留出空
间。

“无论什么措施，都是鼓励大
家错峰出行，济南公交能不能也
学习一下呢？”不少市民表示，省
城东部和平路、山大路都在改造
提升，在部分路段造成了拥堵。为
了缓解道路拥堵，鼓励市民乘坐
公交出行，济南公交公司也可以
学习这种方式，在一定时间段内
免费乘车或者给出优惠，引导乘
客分流。

对此，济南市公交总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早晨5点到7点免
费的吸引力并不强，起不到错峰
分流的效果。“这个点不少上班族
都还在睡梦中，通常上班的时间
都在9点，8点以后才会陆续在上
班路上。”该负责人强调，吸引力
不强的话，错峰分流的效果将大
打折扣。

早公交能否优惠
本报记者 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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