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2013年9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雒武 美编：罗强 组版：韩舟身边

酒酒驾驾撞撞飞飞护护栏栏致致66车车连连环环相相撞撞
一辆豪华轿车大白天青岛闹市区“耍酒疯”，司机已被警方控制

查酒驾，这些年来已成为交
警部门的一种工作常态，但毕竟
警力有限，不可能保证时时都对
酒驾处于非常严的监控状态中，
因而在严管的同时，司机的自律
同样重要。

酒驾司机不是不知道酒驾的危
害性，也不是不知道酒驾一旦被查
将面临严厉的处罚，但仍会有酒驾，
这是因他们常常抱有“一般不会出
事、一般不会被查住”这样的侥幸心
理。这种心理在交警部门监控相对
较松的时候就会更强，这种心理在
酒场相对较多的时候也会更强。而
抱有这样的心理，既是对他人极不
负责，也是对自己极不负责。

中秋节又到了，接下来又是国
庆节，一到假日或是临近假日，人情
往来、朋友交际自然就会多起来，亲
朋相聚喝点酒无可非议，但作为一
名司机，一定要保持清醒，牢记开车
不饮酒、饮酒不开车这一铁律，这样
才能保证永不会使侥幸变成不幸。

(雒武)

本报济南9月16日讯(记者 杨
凡)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14年
高水平(优秀)运动员报名工作将从
10月10日开始进行，省统一测试10

月21日至25日进行。
据了解，今年经教育部批准有

资格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等学校
全国共272所，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
我省有21所省属普通高校可以在高
职(专科)层次招收优秀运动员。

符合普通高校年度招生工作
规定的报名条件，年龄不超过22周
岁的考生可以报名。报考省统一测
试未涉及的项目，须是获得国家二
级运动员以上 (含 )证书且高中阶
段在省级 (含 )以上比赛中获得集
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
项目前三名者。

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
平(优秀)运动员报名，分为网上填
报基本信息、报名信息现场确认和
网上缴费三个部分。填报基本信息
及现场确认时间为10月10日至11

日。地点在考生户籍所在县(市、区)

招生(考试)办公室(中心)。

本报青岛9月16日讯(记者
周衍鹏) 16日下午，一辆英菲
尼迪轿车沿青岛市山东路由北
向南行驶时突然失控，撞飞护栏
闯入对面车道，致使包括一辆公
交车在内的6车激烈连撞，所幸
未造成人员伤亡。经检测，肇事
轿车司机涉嫌酒驾。

“一辆轿车闯入对面车道
闯祸了，多车连撞，你们快来
看一下。”16日下午3时左右，
市民向本报热线反映此事，称
事发山东路银河大厦附近路
段，车祸造成山东路南向北方
向严重堵车。

记者赶到后看到，事发现场
的情况让人揪心，十几米长的
护栏被撞得七零八碎，一辆
黑 色 英 菲 尼 迪 轿 车 车 头 向
南，右侧车轮斜跨在路中间
的绿化带内，车头紧紧顶在
一辆出租车上，整个出租车左
前车头已经严重凹陷变形。而紧
随在出租车后面的是一辆公交
车，左前车灯已被撞碎，车头处

也有明显凹陷。在英菲尼迪轿车
车尾后方不远处，分别还有三辆
轿车追尾在一起。

“吓死我了！撞飞的一段
铁护栏差点戳穿玻璃飞进驾
驶室。”说起刚才发生的一幕，
出租车司机王先生仍惊恐不
已，事发时他由南向北靠着中
间绿化带的车道行驶，突然听
到“砰”的一声，这辆原本在相
邻相反方向行驶的黑色英菲
尼迪轿车突然左转，撞断护栏
后又撞上他的车头，然后一截
被撞断的护栏径直朝他飞过
来。他的车在被撞后退过程
中，又撞上后面的一辆公交
车。据了解，当时公交车上有
三四十名乘客，所幸司机刹车
及时，没有乘客受伤。而其余
三辆追尾车辆，也都是被突然
闯出的英菲尼迪轿车刮擦后
酿成的追尾。

事故发生不到十分钟，整
个山东路南向北车道就已堵
成几百米的长龙，附近的如东

路、江西路也都受到较大影
响。“开车的轿车司机明显身
上有酒气，下车时人都站不太
稳了，肯定喝酒了！”出租司机
及公交司机都向现场处理的
交警反映了这一情况。

交警随后在现场分别对
事故中的6名司机进行了酒
精测试，检测结果显示，肇事
的英菲尼迪轿车司机涉嫌酒
驾。目前，该司机已被警方控
制。

本报烟台9月16日讯(记者
侯艳艳 钟建军) 16日清

晨4点多，一艘威海籍渔船在
烟台港东北17海里处突然失
火，船上5名船员被烧伤。据了
解，这是该渔船机舱今年发生
的第二起火灾，今年5月的事
故也造成多名船员受伤，包括
这次受伤最重的一名船员。

16日清晨4时30分许，威
海籍渔船“鲁荣渔57128”号轮
正缓缓地在渤海湾海域行进。

“砰”的一声巨响，渔船的机舱
突然爆炸，大火瞬间吞噬了整
个机舱。

4名船员此时正在机舱斜
对面的宿舍里休息，他们被巨
大声响惊醒。27岁的王政贤是
4名船员里唯一睡在下铺的，
他说，当时起火太突然，他们
都来不及穿衣服就往外跑，逃
出去必须要路过机舱口，在逃
生中，他们的双脚和双臂等多
处受伤。而另一名负责做饭的
船员脸部受了伤。

王政贤说，直到5点多，
才控制住火势。随后他们向
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打电话
求援。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
得知消息，立即协调交通运
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派
出直升机前往现场转接受伤
人员。

到达现场的救援人员看
到，两名船员烧伤面积几乎

布满全身，情况十分危急。救
生员紧急将最为严重的两名
船员捆扎到救生担架上，将
他们吊至机舱内。将两名伤
者运送到莱山机场后，再次
返程救助另两名伤势较轻的
伤员。4名伤员分别被送往毓
璜顶医院和烟台山医院，另
外还有一名伤势较轻的船员
随 船 返 航 后 到 医 院 接 受 治
疗。

受伤的船员告诉记者，起
火渔船来自威海石岛，这已经
不是渔船第一次失火了，就
在今年5月份，这艘船的机舱
位置同样发生了爆炸起火，
船上多名船员被烧伤，其中
就包括这次事故中受伤最严
重的船员赵大刚。34岁的江苏
籍船员赵大刚双臂、背部和脸
部等都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
达到50%。

渔船的老板蔡某对这次
机舱起火表示“意外”，起火时
他并不在船上，出事后他向船
员了解，应该是机油泵发生了
故障引发火灾。

烟台毓璜顶医院烧伤科
医生介绍，医院接诊了3名伤
员，受伤较重的赵大刚到记者
19时发稿时仍未脱离生命危
险，其他2人烧伤面积分别为
20%和25%。

头条快评

节假日放松

禁酒驾弦别松

高水平运动员测试

10月下旬进行

渔渔船船海海上上夜夜半半失失火火烧烧伤伤55船船员员
其中一伤员有生命危险，这条渔船几个月前已起火伤人

窜上对面车道的英菲尼迪轿车造成数车连撞。
本报记者 周衍鹏 摄

本报济宁9月16日讯(记者
张林 通讯员 孟祥平

张庆轩) 近日，济宁嘉祥县赵
某的妹妹因与家人闹矛盾吞
服了安眠药，赵某急忙驾车载
妹妹急速赶往医院抢救，却在
违法超车时撞上一辆自行车，
致自行车骑行人受伤后死亡。
目前，赵某被取保候审。

8月28日下午4点左右，嘉
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122值班
室接到报警称，在省道338线

嘉祥县梁宝寺镇处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辆轿车撞了一辆
自行车，自行车驾驶人伤势严
重。值班民警到达现场后得
知，受伤自行车驾驶人及轿车
上的一名女性已被120送往医
院抢救。

现场，肇事轿车横着停于
公路一侧，被撞自行车距离轿
车近20米远。民警查询得知，
肇事车辆登记车主为嘉祥县
黄垓乡的赵某。随后，民警赶

至赵某家中，见到了赵某的妻
子，确定了肇事轿车系赵某所
有。赵某的妻子称，当日下午
赵某的妹妹因和家人闹矛盾
服了安眠药，赵某听说后开车
去了妹妹家。

次日上午，赵某到当地派
出所投案自首，随后被移交至
交警大队。

据赵某供述，事发当日因
救人心切，驾车行驶速度较
快，在行至事发地点处时，为

了超越前方的一辆大货车，违
法从右侧超车，撞上了这辆自
行车。停车后看到被撞的自行
车骑行人伤势较重，便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将妹妹托付给
一起去医院的妹妹的邻居后
离开了现场。

因抢救及时，赵某的妹妹
已转危为安，被撞自行车骑行
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赵某
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已被取保候
审，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妹妹妹妹轻轻生生，，哥哥哥哥飞飞车车送送医医闯闯祸祸
违法超车时出事故，撞上骑自行车人致其死亡

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的直升机迅速将受伤船员送往医院。

我省开始

卫生服务调查

本报济南9月16日讯 (见习记
者 陈晓丽 ) 9月 1 6日上午，山
东省卫生服务调查工作部署会议
在济南召开。根据国家卫生与计
划生育委员会统一部署，2013年9
- 1 0月将开展第五次国家卫生服
务调查。我省的调查也在这一时
期展开。

据介绍，为掌握我省城乡居民
的健康状况，了解居民卫生服务需
要，客观反映我省卫生改革发展成
就及问题，对科学制定卫生事业发
展规划、评价医改实施效果提供依
据，省卫生厅决定，在完成我省承担
的国家调查任务的同时，同步开展
全省卫生服务调查。此次调查共涉
及全省20个样本县(市、区)、100个乡
镇、200个村(居)、12000户的所有常
住人口。

为全面部署我省卫生服务调查
工作，确保调查质量，省卫生厅于9

月11日-17日在济南召开了山东省
卫生服务调查工作部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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