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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艳

格案例

游客停车两个小时

摊主高价收停车费

8 月 3 日晚 8 点 30 分左
右，江苏游客权先生和朋友李
先生各开一一辆车来到日照万平
口海边游玩，将车停靠在海曲
东路海鲜城旁边的一处空地
后，权先生一行人就下海游玩
了。

当晚 10 点 30 分，权先生一
行人尽兴而归，准备开车离开
时，旁边一个烧烤摊过来一名
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称，权先
生一行人没在他的烧烤摊吃
饭，所以每辆车要收 20 元的停
车费。摊主还说，只要权先生买
他的烤鱿鱼，就可以免停车费。

权先生与摊主商议买 3 串
烤鱿鱼，并顺势递上 100 元的
钞票。“18 元一串，至少买 5 串，
就是 90 元。”那名摊主说。权先
生觉得价格高了，于是要求直
接交停车费，并且要求摊主给
出具发票。

可没想到，这名烧烤摊主
递给李先生一张 100 元的定额
发票后说：“要发票就必须每辆
车交 30 元的‘税’，两辆车正好
100 元。”

权先生觉得被宰了，很气
愤，电话报警并声称要将此事
发到网上。而李先生已和烧烤
摊主吵了起来。

当晚 10 点 48 分，东港公
安分局石臼边防派出所接到报
警后赶到现场，将权先生和李
先生以及那名烧烤摊主带到所
内调查。民警了解到，权先生停
车的地方并没有划定停车位，
而烧烤摊主觉得那地方是他承
包的，所以就树立了停车收费
的提示牌。不过对于高价收取
停车费一事，摊主汪某承认是
自己的错误。

3 日当晚，权先生一行人

离开了日照，在随后几天的调
查中，石臼边防派出所每天都
权先生等沟通。8 月 7 日，经过
调查后，派出所报请分局后，烧
烤摊主汪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
行政拘留 10 日。

格探访

渔家乐饭店内

多没有价目表

8 月 10 日，记者探访了日
照万平口景区周边和日照第三
海水浴场周边的渔家乐和饭
店、商铺，记者进入渔家店内时
发现店内都没有张贴明码标价
的价目表。

当记者走进一家渔家乐询
问一盘炒蛤蜊多少钱时，渔家
乐老板热情地跟记者说不用问
价格，“我们的饭菜肯定给你最
实惠的价格。”当记者一再追问
时，该店主警惕地瞅了瞅独自
一人的记者后说 20 元。

记者当天走访了多个渔家

乐，每当问道具体价格时，他们
的回答都跟之前那家店主差不
多，都不明确告知具体菜价，只
是说最优惠。而一旦游客相信
了，用餐后就会发现店里的菜
价高的惊人，一盘黄花鱼就 100

多元一斤。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这些店主不明码标价的目的就
是专门“宰”那些不知情的外地
游客，游客一旦不问清价格点
餐后，等到结账时就会有了“天
价菜单”。

格对策

游客遇到被宰

注意冷静处理

石臼边防派出所的民警
说，日照旅游旺季，一些饭店、
商铺强迫外地游客交易和宰客
现象频发。而另一边的山海天
边防派出所，每到周末，每天接
到游客和饭店、商铺等的纠纷
就达 50 余起。

石臼边防派出所教导员刘
祥运介绍，他们辖区共有 90 余
家饭店、宾馆，每到旺季的周
六、周日，他们所里关于此类纠
纷就有 30 余起。“为了规范这
些商户，在今年 5 月份时，我们
与商户签订了不强卖强卖、欺
诈游客的责任书，一旦违背，我
们将从严处理。”

此外，据记者了解，去年
日照公安部门接到的因强买
强卖、宰客等游客跟饭店、商
铺产生的各类纠纷共 2000 多
起。

石臼边防派出所的民警介
绍，游客来日照游玩时，不要图
方便在海边的饭店就餐，最好
到正规的大型酒店。

“如果选择在海边就餐一
定要问清具体的菜价、菜量，遇
到“被宰”的情况时，不要冲动
争执，要“冷处理”。因这些渔家
乐、饭店等周边监控设施不完
善，如果被打，就很难固定证
据。”民警说。

日照一海边烧烤摊主涉嫌寻衅滋事被拘十日

停停车车费费2200元元，，还还要要收收““税税””3300元元
江苏的权先生朋友几人，开了两辆车到日照万平口游玩，因为停车问题与一海边东北籍烧烤摊主发生

纠纷，摊主要求权先生要么花 90 元买烤鱿鱼，要么每辆车交 20 元停车费再交 30 元“税”。最终烧烤摊主因
涉嫌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十日。

一到旅游旺季，王家皂的渔家乐生意就会很火爆。 本报见习记者 杜光鹏 摄

买 160 多元钱药

擦了没啥效果

市民小王从海边一回来
就发现腿部又红又肿，裸露在
外面的脖颈处也出现大片红
肿，疼痛难忍。

小王为了快点修复晒伤，
去了多家药店，花了 160 元钱
买了芦荟凝胶、维 A 酸乳膏、
维生素 E3 种药，按照医师的
叮嘱使用后，效果并不明显。

“有的药店我推荐了芦荟
凝胶，有的给我推荐维 A 酸乳
膏。我都用了，但是效果还是
不行。”小王苦恼地说。

随后，记者以消费者身份
走访了市区多家药店，确实如
小王所说，每家药店推荐的治
疗药品都不一样。

其中一家药店工作人员
表示，自进入 7 月份，他们药
店的晒伤药销售确实增长了，

“其中八成患者都是去海边被

晒伤的。”

医生推荐炉甘石洗剂

只要 2 元钱左右

记者随后又咨询了日照
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石健，
他说，维 A 酸乳膏对皮肤的刺
激性比较强，并不建议使用；
芦荟凝胶算是一种护肤品，并
不是专门针对晒伤的药品。

石健介绍，晒伤算是一种
轻度烫伤，最初的时候冰敷有
一定效果，48 小时内如果出
现破皮，还需要吃消炎药防止
感染。

“炉甘石洗剂是我最常给
患者开的晒伤用药，只要 2 块
钱左右，又便宜又管用。”石健
说。

“如果有游客在海边晒
伤，最好去正规医院找医生咨
询，不要随便在药店自己选购
药品，更不要轻信网上的一些
说法，贸然用药，否则可能引

起皮肤感染。”石健说。
石健还特别提醒，晒伤后，

一定不要乱用各种化妆品，洗
澡时也要注意，最好不要使用
沐浴露等，要多饮用清水，不要
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防晒小贴士

10 点至 15 点

外出要遮阳

避免晒伤，最好的办法是
不要在日照强烈的时候外出，
一般来说，10 点至 15 点是一天

中日照最强烈的时候，这段时
间最好不要在外面暴晒。如果
一定要外出，最好配备遮阳工
具，如太阳伞、防晒服、帽子等。

此外，外出需要选择合适
的防晒产品，平时上下班选用
SPF15 左右的防晒霜即可，如
果是长时间呆在户外或者去
海边，则要选用 SPF30 以上的
防晒霜。

晒伤后，可将一块干净的
布，用等量的牛奶、水和冰块，
浸泡在碗里，将布敷到晒伤的
地方 5 分钟，重复几次。冰敷
对晒伤有一定效果。

8 月 8 日，市民小王去了趟海边，回来后腿部、颈部、胳膊等部位
出现红肿，并伴有烧灼感。小王前后花了 160 多元，也没能治好晒伤。
市人民医院皮肤专家提醒，晒伤后莫乱用药品，以防皮肤感染，“其实
花两块钱也许就能治好。”

花花两两块块钱钱，，晒晒伤伤或或许许就就能能治治好好
一市民花160多元也没啥效果

小王背部、腿部、胳膊等多处严重晒伤。本报见习记者 王在辉 摄

本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彭彦伟)
11 日，一来自济南的旅行团来日照

游玩时，有 13 人出现腹痛、腹泻等症
状。日照的地接旅行社表示，所有治疗
费用都他们负责，目前具体腹泻原因
还在调查中。

11 日中午 12 点 30 分，记者在日
照某医院的诊科见到了这些游客，他
们正排队接受诊疗，个别严重的游客
躺在排椅上，面色有些蜡黄，显得精
神不振。一名医生介绍，这些游客根
据临床诊断基本都是急性胃肠炎，

“出现这么大面积腹泻应该是吃东西
不注意引起的。”

据一游客介绍，他们都来自济南，
10 日组团来日照游玩。“中午在乔家墩
子民俗旅游村吃的饭。晚餐则是在日
照一大型酒店吃的团餐。10 日晚我们
当中一些人就出现拉肚子症状。”

“到 11 日早晨，我们团很多人开始
呕吐、拉肚子。”一名游客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日照负责接团的
旅行社，一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团总
共有 52 人，出现呕吐、腹泻症状的总共
有 13 人。“具体的原因，我们正在调查
中。”

该责任人介绍，10 日晚，这个旅行
团是在一家星级酒店吃的晚餐，而且除
了一个蛤蜊和海蜇皮，晚餐内并没有其
它海鲜，“有一条鱼还是淡水鱼。”

该负责人介绍，晚餐时，游客又点
了一些海鲜并且还有人在还在酒店外
买了一些啤酒，“晚上睡觉比较热，游
客们也开了一晚上空调。”

最后，这名负责人强调，不管具
体是谁的责任，“现在游客所有的医
疗费用都由我们旅行社承担，游客在
游玩期间出现的意外情况都由我们
负责。”

(请周先生前来领取 50 元线索费)

一济南旅行团

13 人出现腹泻

本报 8 月 11 日讯(见习记者 赵
发宁) 9 日傍晚 6 点钟左右，一名 50

多岁的外地男游客在万平口风景区溺
水，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记者从万平口海上救助中心了
解到，9 日傍晚 6 点钟左右，一名救
助中心队员在海边巡视的时候，发现
一名男子被同行的朋友从海里救上
岸边。海上救助中心队长孙大伟迅速
赶到现场，并对溺水者进行抢救。“他
被救上来的时候，脸上都发青了。我
给他做了 15 分钟的人工呼吸等抢救
措施，直到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孙
大伟说。

孙大伟告诉记者，溺水者 50 多
岁，是外地来日照旅游的游客，下水
前，溺水者的朋友曾以他身体条件不
适，劝阻他不要下水。10 日，经记者了
解，该男子因抢救无效身亡。

海上救助中心提醒广大游客、市
民，当身体出现不适或酒后不要下海
洗澡，以免发生不测。

救助队员正抢救溺水者。
通讯员 孙大伟 摄

本报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 萍 王在辉

一外地男游客

万平口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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