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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货车相撞

司机困车内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刘伟 ) 4日

下午1点多，福山区204国道善疃村
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集装
箱货车和一辆福田小货车发生相
撞。小货车驾驶员被困车内，无法
动弹。福山区蒲湾街消防中队紧急
出警，将驾驶员成功救出。

4日下午1点27分，接到报警
后，蒲湾街消防中队立即出动1部
抢险救援车和7名消防官兵火速赶
赴现场救援。到达现场后消防人员
看到，地上都是散落的汽车零部件
和车玻璃碎片。

小货车车头因强烈撞击严重
损毁，驾驶员被困在严重变形的驾
驶室里。消防官兵迅速清理现场杂
物，利用抢险救援车进行牵引，并
利用扩张钳扩大救援空间。经过十
几分钟努力后，救援人员小心翼翼
地将被困司机抬出，移交给现场医
护人员。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蒋大伟 ) 车辆在高速公
路上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
报废，事故还造成车主面部毁
容。面对如此严重的撞击，车辆
的安全气囊却一个也没有弹
出，这让栖霞市民谢先生有些
郁闷。而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
司提供的调查结果中，提到此
次撞击不满足正面气囊展开条
件，更是让谢先生无法接受。

“车辆撞成这个样子，为什
么安全气囊一个都没有弹出？”
这辆现代 i x 3 5的车主谢先生
说。据了解，谢先生2012年9月
份在烟台金德现代汽车4S店买
了这辆中配的现代ix35，今年5

月份因疲劳驾驶在高速公路上
与大货车追尾，事故造成该车
严重受损，谢先生的面部受伤
毁容。

“如果安全气囊能够弹出
的话，也许面部就不会因受伤
而毁容。”谢先生话语中带着无
奈，“没想到这么严重的撞击，
气囊却一个也没有弹出。”

今年7月份，谢先生将自己
对这辆现代ix35安全气囊没有
弹出的问题向购买该车的烟台
金德现代汽车4S店反映，随后
4S店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到了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的技术
人员来烟台查看了这辆受损严
重的现代ix35。

记者从车主谢先生提供
的一份来自北京现代汽车有
限公司的《关于烟台金德 ix35

事 故 车 气 囊 未 展 开 情 况 说
明》中了解到，该说明对于该
车撞击的分析结论中提到气
囊电脑工作正常，在事故时
气囊电脑并没有发出点火信
号，说明此次撞击不满足正

面气囊展开条件，并在说明
中对事故车辆撞击的受力进
行了分析。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我
感觉很疑惑和不满。”谢先生
说，他无法接受这个调查结果。

11月1日，记者来到谢先生
购车的烟台金德现代汽车4S

店，4S店的服务经理刘先生介

绍，他们在得知情况后也积极
地与厂家联系，厂家也派相关
的技术人员来烟台查看了这辆
车的相关情况，最后给出这份
情况说明，他们也将其交给了
车主。关于气囊为什么不弹出，
他们也不能给出专业的解释，
还是以厂家给出的相关说明为
主。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张春宝) 居

住在芝罘区的男子张某因为盗窃
未遂，被治安拘留。没想到出来后
还是不安分，又贩卖起冰毒。11月1

日，张某贩卖冰毒时被民警抓获，
目前张某已被刑事拘留。

今年8月30日凌晨2时40分许，
家住芝罘区的张某携带电脑包窜
至莱山区一小区。电脑包中装有一
把木锤和一把老虎钳，在小区治安
岗亭旁边，他采取晃动车头锁的方
式欲盗窃一辆摩托车，盗窃过程中
被巡逻的治安队员当场抓获。

民警经过仔细查询，发现他
曾因贩毒于 2 0 1 0年被浙江省公
安机关处理过，但通过对其检验
未发现有吸毒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规定，张某被处以行
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并对持有的作
案工具木锤一把、老虎钳一把、电
脑包一个分别予以收缴。

张某从拘留所出来以后，民
警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果
然，张某再次以身试法，四处贩
卖冰毒，这下子被民警抓个正
着。11月1日，张某再次贩毒时被
瀛洲大街派出所民警抓获。目前
张某已被刑事拘留。

盗窃未遂被拘留

刚出来又贩冰毒

车车子子撞撞变变形形，，气气囊囊一一个个没没弹弹出出
北京现代厂家解释“撞击不满足气囊弹出条件”，车主称无法接受

谢先生购买的北京现代ix35在事故中被撞得面目全非。 受访者供图

打打麻麻将将一一把把和和牌牌，，犯犯了了冠冠心心病病
抢救两个半小时，还是没能挽回男子的生命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宋佳 通讯员 芳栾 小
溪) 3日上午9点多，一名43岁
的男子因打麻将时太过激动，
导致冠心病发作，被送往烟台
开发区医院，抢救两个半小时，
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3日上午9点多，43岁的中
年王强(化名)被紧急送往烟台
开发区医院进行抢救。据开发
区医院急诊室的医护人员回

忆，患者当时丧失意识，呼吸脉
搏测不到，心电图示室颤，情况
十分危急，在场的急诊医生立
即给予心肺复苏、电除颤，并给
予强心剂和呼吸兴奋剂及升压
药。

期间，记者从家属口中得
知，患者王强事发前正在家里
和几个老朋友打麻将唠家常。

“可能是聊着年轻时候的事，加
上和牌，他比较激动，咯咯笑了

几声就突然晕倒了。”一起打麻
将的曲先生说。

另一位一起打麻将的好
友补充说，王强围着麻将桌
坐在凳子上，他是突然后仰
的 ，“ 一 开 始 以 为 他 闹 着 玩
的，但看脸色不对，我们立即
拨打了 1 2 0急救电话。”曲先
生说。

据了解，王强虽然年龄
不是很大，却是一位老心脑

血管病患者，两年前因冠心
病做过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
术，术后血压控制的不够理
想。“那天早晨他就感觉胸部
不适，但并未在意，没想到出
了这种意外。”王强的妻子哭
着说。

在开发区医院急诊室里，
医护人员抢救了两个半小时，
王强仍无自主呼吸和心跳，最
终家人不得不放弃抢救。

粉粉刷刷外外墙墙出出事事，，1111年年后后获获赔赔4488万万
近日，芝罘区法院对一起索要后续治疗费案件作出判决

吴飞今年31岁，老家微山
县，11年前跟随一帮老乡来烟台
打工。当年8月，芝罘区一单位楼
外墙体重新粉刷，将工程承包给
没有施工资质的老张。老张来到
劳务市场找到吴飞三人。

没有任何事先培训，吴飞
平生第一次站在吊篮内变身

“蜘蛛人”。因为没有从业经验，
吴飞在粉刷至一处电线旁时，
他被220V的电流击中，整个人
瞬间焦黑一片，当场失去意识，

但幸运地保住一条性命。
吴飞于2002年9月将老张

及该单位起诉至芝罘区人民法
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其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赔偿项目共
计50余万元。

本报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刘国军 葛军

11年前，20岁的
吴飞 (化名 )怀揣梦想
从老家微山来烟台打
工，却在施工过程中
意外被电流击伤，落
下终身残疾。11年后，
当初辛苦讨得的赔偿
金已全部花完，他只
得拖着病躯再次来到
法院起诉，希望获得
法律的帮助。近日，芝
罘区人民法院对这起
索要后续治疗费案件
作出判决，被告必须
在10日内赔偿吴飞48
万元。

事件回放>>微山小伙来烟打工被电击致残

2003年2月，经司法鉴定，
吴飞被鉴定为最严重的一级伤
残。法医认为，因伤情严重，吴
飞机体存活期间必须至少一人
昼夜护理，并需要康复治疗。

芝罘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
8月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被告老

张赔偿原告吴飞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失
等费用共计20万余元，这家单
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
执行人老张突然下落不明。为

了确保执结此案，为吴飞日后
生活提供保障。执行人员多次
与这家单位协商，督促其履行
法律义务。

2006年3月20日下午，这家
单位最终同意一次性支付给吴
飞10万元赔偿款。

法院宣判>>雇佣方一次性赔偿小伙20万

近日，吴飞再次出现在芝
罘区人民法院，将两被告起诉
至芝罘区人民法院，要求两被
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辅
助器具费共计48万余元。

原来，自事发后至本次起诉
时，吴飞一直在微山县某中心医
院住院治疗，期间到微山县再生
障碍性贫血研究所购买中草药

治疗，共花费医疗费19万余元。因
经济困难，尚欠医疗费6万余元，
当初的10万元早已花光。

芝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根据芝罘区人民法院及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判
决，作为雇主的老张应对吴飞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家单
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案中

并未处理原告后续医疗费、护
理费，现原告具状至本院，要求
两被告赔偿未处理的医疗费、
护理费，于法有据。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老
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赔偿原告吴飞各项费用共计48

万余元，由这家单位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案件追踪>>赔偿款早已花完，法院再追48万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耿世良 孙

敦胜 ) 近日，莱阳李某酒足饭饱
后，谢绝亲友的规劝，无证驾驶无
牌三轮摩托车摇摇晃晃地上了路。
沿莱阳路由北南行至古柳街道办
事处柳沟村南路段时，不知不觉地
驶入西侧非机动车道。此时，54岁
的男子王某正好路过，李某驾驶三
轮摩托车直接撞上了王某。

莱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
室鉴定，王某的伤情已经构成重
伤。经鉴定，李某血液中乙醇含量
为199 . 43mg/100ml，属于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莱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认定，李某应对该事故负全部责
任。目前，李某已被刑拘，此案仍在
进一步审理中。

无牌无证酒驾

结果撞上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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