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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见
习记者 蒋大伟) 11日早上7

点半左右，一辆越野车在环海
路上强行闯过两个红绿灯和交
警的拦截，最后在保税港区被
交警拦下。眼看逃跑失败，司机
竟然在车内泼汽油自焚，随后
受伤司机被送往医院治疗。据
了解，司机暂无大碍，警方正在
调查其相关情况。

11日早上，记者赶到现场
时发现，一辆鲁Y牌照的雪弗
兰越野车卡在路中间的绿化带
上，驾驶室一侧的车门玻璃破
碎，整个驾驶室遗留着灭火后
的痕迹。

据现场执勤交警介绍，早
上7点30分左右，交警在环海路
海运大厦红绿灯处发现了这辆
可疑的越野车。“当时他强行通
过了执勤交警的拦截，我们迅
速用对讲机通知后面路口的执
勤民警进行拦截，当该车到达
环海路与幸福南路十字路口
后，这辆疯狂的越野车又一次
闯过拦截，最后在保税港区信
号灯处被交警拦下。”

“这时，越野车司机想掉头
逆行逃跑，但是由于当时是早
高峰，后面的路已经堵满了车，
情急下，这辆疯狂的越野车试

图飞跃绿化带，从非机动车道
上逃离，结果车卡在绿化带上
了。”现场执勤交警说道。

据该交警介绍，更疯狂的
是，该司机眼看逃跑不成，竟
然在车上拿出一瓶汽油点火

自焚。现场的交警及时拨打了
急救和火警电话，并对其施
救。随后，这名司机被送往医
院治疗，疯狂的越野车也被拖
走调查。

据 记 者 了 解 ，这 名“ 疯

狂”的司机手和面部被烧伤，
暂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交警正在医院看护。关于这
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警方正
在调查中。

奖励线索人任先生50元

越野车连闯交警拦截后又想飞跃绿化带，结果被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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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配城一把火

引燃配电箱

齐齐鲁鲁早早教教公公益益大大讲讲堂堂2200日日开开讲讲
一节课可能改变宝宝的一生

儿童智能发育的九大敏感期
语言敏感期(0-6岁)：婴儿开

始注视大人说话的嘴形，并发出
哑哑学语声。因此，父母应经常
和孩子说话、讲故事，或多用“反
问”的方式。

秩序敏感期(2-4岁)：幼儿的
秩序敏感力常表现在对顺序性、
生活习惯、所有物的要求上，一
旦他所熟悉的环境消失，就会令
他无所适从。这时，要给他提供
一个有序的环境。

感官敏感期(0-6岁)：3岁前，
孩子透过潜意识的“吸收性心智”
吸收周围事物；3-6岁则更能具体
地透过感官分析判断环境里的事
物。父母可以适时在生活中引导

孩子运用五官，感受周围。
对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

期(1 . 5-4岁)：孩子常能捕捉周围
环境中的微小事物。因此，如果
孩子对泥土里的小昆虫或衣服
上的细小图案产生兴趣，这时正
好培养孩子巨细无遗、综理密微
的习性。

动作敏感期(0-6岁)：两岁的
孩子已经会走路，父母应充分让
孩子运动，使其肢体动作正确、
熟练，并帮助左、右脑均衡开发。
除了大肌肉的训练外，小肌肉的
练习，亦即手眼协调的细微动作
的训练。

社会规范敏感期(2 . 5-6岁)：

两岁半的孩子逐渐对结交朋友、
群体活动有兴趣。这时，父母应
与孩子建立明确的生活规范，日
常礼仪。

书写敏感期(3 . 5-4 . 5岁)、阅
读敏感期(4 . 5-5 . 5岁)：孩子的书
写能力与阅读能力虽然较迟，但
如果孩子在语言、感官、肢体动
作等敏感期内，得到了充分的学
习，其书写、阅读能力就会自然
产生。此时，父母可多选择读物。

文化敏感期(6-9岁)：幼儿对
文化学习的兴趣，起于3岁；而到
了6-9岁则出现想探究事物奥秘
的强烈需求。成人可在此时提供
丰富的文化资讯。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苑菲菲) 11日上午9点，幸福南路一
汽配城内着火。堆积在一起的零部件
混合着木头桌子和树叶，烧得很旺，
火苗将着火点附近的配电箱引燃。最
终，经消防部门及时扑救，火灾未造
成较大影响。

11日上午9点左右，幸福南路一
汽配城内，靠墙角的一堆汽车零部件
突然烧了起来。随后，有人拨打了
119，消防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

起火的是一些堆在一起的汽车
车门零部件，着火区域上面是电线，
旁边是配电箱。消防人员赶到时，配
电箱已经被火苗引燃。消防人员立刻
让店主断电，之后开始进行灭火。本
来这些废弃的车门都是铁皮，很难着
起来，待消防人员将着火车门都扒在
一边之后才发现，车门下面堆了一箱
木头桌子，附近两棵树的落叶也都堆
积在下面，这才使得这把火烧了起
来。

半个多小时后，火终于被扑灭。
目前，着火原因还不明确。

奖励线索人张先生3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孙健 ) 11日，市民刘先生拨打本报
热线，想通过本报向拾金不昧的19路
公交车司机江凌云道谢。

11日上午，市民刘先生乘坐19路
公交车上班，到达终点体育公园公交
场站后下了车。刘先生说，“到了单位
准备拿门禁卡时，一摸口袋竟发现钱
包不见了。”

刘先生说，钱包里装着各种证件
和大量现金，都很重要。思来想去，刘
先生决定返回公交场站，看能不能从
乘坐的公交车上找到线索。刘先生赶
回体育公园公交场站时，他所乘坐的
19路车司机江凌云正在打扫卫生。

“你刚坐我的车来着吧，是不是
丢东西了？”还没等刘先生开口，江凌
云已经认出了他，“是不是个钱包？我
刚送调度室里去了，你快去看看是不
是你的。”

一听钱包有下落了，刘先生立马
去调度室认领，果然找到了钱包。

“领出钱包后，我赶紧出来找江
师傅道谢，结果江师傅已经发车了，
我只来得及追上去喊了声谢谢！”刘
先生说，因为感觉自己的谢谢太过简
单，他想通过本报向司机师傅再次道
谢。

钱包找到了

谢谢19路车司机

您了解宝宝为什么喜欢把
东西往嘴里放吗？您了解孩子
为什么喜欢抢小朋友的玩具
吗 ？你 了 解 孩 子 的 敏 感 期
吗？……齐鲁早教公益大讲堂
将于10月20日(周日)上午9：30-
11：30在中银大厦开讲。届时，
将有早教专家为您详细讲解关
于孩子的早期教育，欢迎广大
父母前来参加、咨询，与早教专
家 面 对 面 交 流 ，预 约 电 话 ：
15506483377。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受

到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
响。对此，烟台早教专家王老师
介绍，0-6岁的孩子受家庭的影
响大，这时，父母教育孩子的价
值观要一致，不要否定另一半，
如果同一件事，爸爸说这样做，
妈妈说那样做，那孩子就不知
道该怎么做了。俗话说“3岁看
到老，7岁定终生”，父母一定要
紧紧抓住孩子成长的关键期，
给予正确的教育。

“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
孩子上课来得有点晚，上了一

会就下课了，谁知，当他听到老
师说下课了的时候，就哭个不
停，说‘我还没上完课呢，怎么
下课了’。”王老师说：“遇到这
种情况，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
让老师给他上课，直到他感觉
这堂课上完了为止。其实，在不
合适的时间打断孩子，会破坏
孩子的内在秩序，长此以往，将
来孩子可能会变得集中力较
短，做事情深入不了。这个时期
也是下文所说的秩序敏感期。”

王老师提醒各位父母，平

时要注意观察自己的孩子，看
看他(她)喜欢什么、是通过什
么方式学习的。有的孩子是读
书型，他只要坐在那儿安静地
看书就可以学习，而有的孩子
则喜欢别人读给他听，属于听
觉型，还有的孩子是体触型，把
玩具都拆了，他也就学会了。

王老师说，对于不同类型
的孩子不能套用一个统一的标
准，要多元化地看待孩子。采用
正确的学习方法会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自8日鲁东大学
三名女研究生在校内被撞后，
已经过去4天了。10日，两名涉
事司机垫付的医药费就已经用
完了。11日，记者从医院了解
到，两名司机又转了两万元到
医院账户，医药费问题暂时解
决。而受伤较重的两名学生还
无法正常进食，其中一名学生
常说胡话，睡梦中总喊“老师快
去救人”。

11日，在毓璜顶医院脑外
科，受伤的女学生小高正在睡
觉，母亲坐在一旁时不时查看
输液袋的情况。小高的父母都
在聊城农村，家里都有农地，收
到闺女受伤的消息后，两口子
扔下家里的一切就往烟台赶。

小高的母亲说，女儿现在
还不能吃饭。因为头部和颈椎
受伤，孩子醒了就喊疼，只能靠
吃止疼片来缓解。虽然女儿已
经清醒了，但还是经常说胡话，

睡着睡着就会喊“老师快去救
人”“老师又去救人了”。

另一名伤势较重的小罗正
在烟台山医院脑外科接受治
疗，小罗的父母也在为女儿的
伤势发愁。“睡着的时候比醒着
多，不能吃不能喝，醒了就喊
疼。”罗妈妈说，小罗的颈椎骨
断了，医生想给她做牵引，需要
将头发剃光了再在两边钻两个
洞，“我没同意，她一个女孩子，
本来已经很难受了，那样会让

她更难过。”最终，妈妈选择给
小罗保守治疗。

两个人什么时候能出院，
医生也说不准，只能看两人的
恢复情况而定。

受伤较轻的小伊目前的状
态最好，小伊的家人说，孩子的
腿得养三四个月才能好。等医
生说可以出院后，他们就把孩
子接回淄博老家。而三名学生
的家人都表示，希望这次意外
不会给孩子留下不良的影响。

伤伤者者梦梦中中常常喊喊““老老师师快快去去救救人人””

延伸阅读

《三名女研究生校园内遇车祸》追踪

越野车逃跑无路，想飞跃绿化带，结果却被卡住。 见习记者 蒋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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