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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牛的学霸也不过是学出来的，
再低的分数也一样可以提高，距离中
高考还有几十天，期望最后几十天来
创造奇迹，这是很难的，但也不是没有
希望的。

试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我们准
备中、高考考试的最宝贵资料，通过对
试题的学习来提高应试技巧，最终提
高我们的考试分数，实际上是我们钻
研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

很多考生虽然认识到了试题的重
要性，但碍于平日积累太少，现在想研
究试题都没有资料可用，不能从浩如
烟海的试题中找到重点；还有很多考
生，平日里就是有心人，在学习考试的
过程中积累了部分经典试题，但总感
觉自己积累的资料太少，内容很不全
面，总希望能有更多的经典试题供自

己研究琢磨，丰富知识、提高信心。
创刊于1988年的《试题与研究》，

是全国首家以试题为研究对象的中、
高考辅导类品牌期刊，也是我国仅有
的研究试题和发布试题的中、高考辅
导类品牌期刊。通过每年考后对比分
析，《试题与研究》覆盖了中、高考绝大
部分考点，各科题目相同或相似率在
85%以上。每年都有大量原创题与全
国各地中、高考试题全面“撞题”，是真
正的加分工具、备考“导师”。

为真诚回馈本报读者，在学习的
关键时刻助力学子更进一步，本报特
联合山东邮政集团面向泰安全市发售
2015年《试题与研究》第一季、第二季
期刊。

试题与研究中考版 半年价：140

元(含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物理、思

想品德、历史，每季度共7册，每册10

元)

试题与研究高考文科综合 半年
价：120元(含语文、数学、英语、文科综
合，每季度共6册，每册10元)

试题与研究高考理科综合 半年
价：120元(含语文、数学、英语、理科综
合，每季度共6册，每册10元)

市民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订购：
1 .微信订购：关注齐鲁晚报《今日

泰山》微信公众号(微信号：qlwbjrts)→
在页面下方导航区点击“壹家店”进入
订购页面，按提示要求操作付款，等待
工作人员联系您即可。

2 .电话抢购：拨打0538—6982110，
向工作人员咨询订购。

为方便市民订购，市区订购可享
受两小时内保证免费送货上门服务。

中高考备考攻坚，押考点、撞考题就是任性

《《试试题题与与研研究究》》中中高高考考备备考考中中的的绝绝杀杀神神器器

宁阳白塔寺村的邵安民已走失3天，他神经曾受损伤

女女儿儿放放弃弃工工作作寻寻找找走走失失父父亲亲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赵兴超) 19日，宁阳
县鹤山乡白塔寺村村民邵安
民从村中走失，女儿从江苏
放弃工作回家寻人。经了解，
男子之前因为喝酒导致神经
受损，家人希望有好心人遇
到后可以帮忙报警。

21日，宁阳县居民邵先
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求助，
堂兄邵安民已经走失3天，家
人寻遍周边村子还没有消

息。邵先生说，堂兄家庭出现
变故，原来身体不错的邵安
民，开始一个人喝酒，经常空
着肚子喝醉。大约一个月前，
邵安民因为喝酒损伤了神
经，开始出现幻觉。穿衣服时
会说衣服不是自己的，住在
自己房子里也觉得是别人
家。

经过吃药等治疗，邵安
民精神逐渐好转，也能认出
身边的亲友。精神出现幻觉

后，邵安民就不再打工，留
在家里休养。1 9 日当天下
雨，邵安民像往常一样在村
中遛弯，但直到饭点也没回
家，家里人发觉不对，出门
四处寻找。“那天下雨，村里
人大部分都没出门，也没人
看到他往哪个方向走了。”
邵先生说，家里人寻找也没
有方向，只能先后到四个方
向和主要道路周边的村镇
寻找。

邵先生的女儿放弃了江
苏的工作，回家寻找走失的
父亲。邵安民家人说，邵安民
走失时身穿灰白色、外套绿
色衬衣，下身是黑裤子，穿着
一双有点破旧的白鞋。邵安
民身高一米七左右，有些微
胖，有一个特征是头稍微有
些歪斜。如果有好心人看到，
可以帮忙报警，或者联系邵
安 民 家 人 ， 电 话
15588507348，13914160256。

男孩不到18岁
开车还挡号牌

本报泰安4月22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严诚) 一名不满18岁的外地男
孩，开车来泰安被交警查获。男孩不仅无
证驾驶，竟然还遮挡号牌。被民警罚款
1200元，拘留7天。

21日上午10时左右，景区大队红门
中队民警在环山路天外村路口执行民俗
节日安保任务时，发现一辆小型轿车看
到民警后走走停停，并不时变更车道有
意脱离民警视线，这种怪异的举动，引起
了民警的警觉。民警迅速上前查看，原来
该车前车牌被迷彩布遮挡的严严实实。
民警立即指挥该车靠边接受检查。

当民警要求坐在驾驶室内满脸稚气
的小青年出示证件时，民警发现该驾驶
员神色慌张，并吞吞吐吐地说只带了行
驶证，驾驶证没带。民警再次要求其出示
身份证，当民警拿到身份证查看时，发现
其还未满18岁，属于无证驾驶。

后经详细询问得知，驾驶员从河北沧
州过来的，在家里闲着没事，就约上几个
朋友一起来泰安游玩。由于所有人都没有
驾驶证，自己就大着胆子“充当”起了驾驶
员。而之所以遮挡号牌，是因为担心违章
被监控抓拍。最后，民警依法对其进行了
1200元罚款，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被盗电动三轮车
GPS“请来”民警

本报泰安4月22日讯(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王琨) 一个45岁的泰安男

子和一个25岁年的宁夏男子组成盗窃团
伙专偷电动三轮车，没想到被盗车上装
了GPS定位，帮助民警查到其窝点。

4月初， 河市场一商户报警说电动
三轮车被盗了。民警赶过去了解情况，这
位商户说，平时用三轮送货，前两个月前
被盗了一辆，因为做生意每天都要用，就
又买了一辆。这次怕被偷，就装了套GPS
定位系统，车的位置在手机上能显示。泰
山区刑警大队民警根据定位信息在案发
第二天，4月11日凌晨三点到岱岳区良庄
镇把两名嫌疑人高某和王某抓获，并找
到了被盗车辆。

在他们住处，民警找到一个充电器，
受害人辨认后说这就是第一辆被盗三轮
车的充电器，原来第一辆车也是高某偷
的。经调查，高某有多次前科，他1960年
生人，1985年因盗窃抢劫被判12年有期
徒刑，2000年又被判过6年有期徒刑。王
某是1990年生人，到泰城旅游打工行李
被偷，也没挣到钱，没脸回家成了半流浪
状态，高某碰见他后就拉他加入团伙，并
经常住在一起。

目前警方已经查实三辆电动三轮车
被盗与该团伙有关，其中高某单独作案
两辆。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
者 张伟) 22日上午11时许，
泰山啤酒厂（省庄啤酒工业
园）南临一十字路口，货车与
轿车相撞，轿车严重变形，导
致轿车驾乘人员一死两伤。目
前，事故原因交警部门还在进
一步调查中。

22日上午11点半左右，市
民 孟 先 生 致 电 本 报 热 线
6982110反映，泰山啤酒厂南
临一十字路口，一辆货车与一
辆轿车相撞，轿车驾驶室内多
人受伤。“救护车和消防车正
在现场施救，轿车后排座位上
有一个女的，伤得不轻。”

报警人邵先生介绍，他
当时刚好路过该处，看到这
一情况后，立即打电话报警
求助。“小轿车撞得很厉害，
差不多报废了，医护人员救
出来两个，另一个困在车内。
消防官兵借助相关工具，在

破拆救援。”邵先生说，现场
有点惨烈，他都没敢多看。

事发现场位于泰山啤酒
厂南临一十字路口，该处没
有交通信号灯，平时车流量
不是很大。该路口西北方向，
人行道上的地砖被损坏，地
上有清晰地车轮胎印，大量
玻璃及车体碎片散落在四
周，绿化带里的树木也遭到
损坏。“当时小轿车车头和车
身部位受损最严重，车内安
全气囊弹出，车门变形无法
打开。”一目击者介绍，大货
车受损并不严重，事发时大
货车顶着小轿车右侧，直接
撞到路边绿化带里。

消防官兵接警后，迅速
赶到现场处置。“我们到场
时，两名伤者已经被医护人
员救出，送往医院，车内还有
一名女子，困在后排座位置，
没法动弹。”消防官兵对小轿

车车门进行破拆，交警协调
拖车，将货车向后拖拽，让出
救援空间。经过救援人员的
努力，女子被救出，经现场医
护人员查看，已经没有了生

命体征。
出警民警介绍，该事故共

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相
关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当中。

路路口口两两车车相相撞撞致致一一死死两两伤伤
事发泰山啤酒厂南临一十字路口，轿车变形严重

本报泰安4月22日讯(记
者 赵兴超) 22日上午，大
河水库西侧环湖路上一处消
防栓突然爆开漏水，水流半
个多小时，市民直呼太浪费。
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关闭水
阀止水，并表示消防栓是人
为用专业工具打开，怀疑偷
水后没有关好。

22日早上，网友“黑白”
发微博称，大河水库有一处
消防栓呼呼淌水，并附上一
张图片。许多网友看到后，大

呼水资源浪费太可惜。上午8
点50分，记者赶到大河水库
西侧环湖路上的漏水点，看
到消防栓水流已经变小，但
路面上还流淌着大量清水。
清水从消防栓上一处拧开的
阀门露出，严重时呈喷射状，
水柱直径约五六厘米。流水
从人行道顺下坡流向东南，
大约淌出二三百米，流入路
边排水管网。

附近一处单位保安人员
告诉记者，消防栓大约是不

到8点半时突然喷出水来，一
直淌了近半个小时时间。刚
淌水时，人行道上像小河一
样，水柱喷出两三米远，压力
很大。秀水佳苑居民王先生
说，他当时路过想用东西堵
住消防栓，但是压力很大人
都没法近前。有市民报修，很
快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赶到
现场。

自来水公司四名工作人
员赶到后，关闭了消防栓下
方管道的阀门。经过检查，消

防栓西侧损坏，没法马上维
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
情况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应
该是人为导致，没有专业工
具是不可能打开消防栓的。
工作人员怀疑有人偷用消防
栓内的水，打开后没有完好
关闭阀门，造成阀门损坏。巨
大的水压顶开阀门，消防栓
才会出现漏水。“通过消防栓
用水需要办理手续，私自偷
用还会影响消防。”工作人员
表示。

谁谁偷偷打打开开消消防防栓栓取取水水
弄弄坏坏阀阀门门喷喷水水半半小小时时

消防官兵正在救援。 本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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