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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6日讯（记者 时
培磊 实习生 张金波） 5日，
本报报道了在经八路民生大街
路口有一处井盖被轧坏，市民发
现井盖里面是竹制的一事。

据了解，济南市市中区市
政局在接到反映后派相关人员
到现场进行了勘察，确定该处
破损井盖的产权属于多网部
门。

6日下午3点半左右，在市
政部门的监督下，移动公司派
专人过去进行落实，在确认无
误后，很快将井盖进行更换。

6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破
损井盖处，发现原来的竹子浇
灌水泥的井盖已被换成了复合
树脂井盖。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时培磊 实习生 张金波）
在20岁这样美好的年纪，李

强却为工作上的种种不顺所烦
恼。在屡次尝试新工作，又屡次
受不了苦而放弃后，一度消沉
的他竟然有了轻生的念想。5

日，李强在一家宾馆喝药自杀，
幸而被及时发现，经抢救后脱
离了生命危险。

5日晚10点，济南一家宾
馆，李强手里拿着农药，想到自
己现在的生活和处境，他拿起
农药喝了下去。不到一会时间，
剧烈的疼痛让他挣扎起来，他
大声朝着宾馆服务人员求救。
在服务人员帮助下，李强被送
往省立医院。

6日中午，记者在省立医院
急救中心见到了李强。在他身
边，他的母亲神情很是悲伤，
她用手不断捂着脸，安抚病
床上的李强。“昨天他一时想
不开，喝了农药。”李强的母亲
说。

据悉，李强今年刚刚20岁。
“他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还在
班里当班长呢。”然而，在李
强上初中的时候，家里却发
生了一件让李强的命运改变
的变故。李强的父母离异了，
他由母亲抚养，自此生活在一
个单亲家庭。

从那以后，李强变得消沉
起来，学习成绩直线下降，班长
的身份也被取消了。只有初中
文化水平的李强选择了在很小
的年纪打工，远离家乡一人在
外闯荡。

在济南打工的日子，李强
频繁地换过很多工作。由于文
化水平低，李强找的工作又累
又苦，工资却不高。“他又吃不
了苦，工作干一段时间就受不
了了，身上也没剩下钱。他哥哥
经常要接济他。”

“他很想去像他爸在南边
或者出国那样赚大钱，今年4月
交了中介费3万元，好不容易在
新加坡找了份工作。”李强的母
亲告诉记者，“但是外国的工作
也不是他想的那样，时间一长，
他受不了那个苦，就把中介费
退了回来。”

李强回到济南后，比起之
前又消沉了很多，工作也不怎
么干了，时不时朝家里要钱。

“可是我又实在没钱。”李强的
母亲摇头说道。

半个月前，李强从一直和
哥哥住的地方搬了出来，在济
南一家宾馆住了近半月后，发
生了昨晚喝药自杀的一幕。

奥体中路与奥体西路是城
区东部南北向的重要通道，二者
之间的直线距离很短，仅有890
多米。但在这两条路的北段附近
居住的市民却每天都为怎么更
快地往东往西行发愁。目前奥体
中路和奥体西路之间经十路以

北，仅有解放东路、坤顺路、工业
南路、康虹路和花园东路相连
通。

其中解放东路和工业南路
偏南，花园东路路面窄且破损严
重。目前，仅有双向4车道的康虹
路成了连接奥体中路和奥体西

路北段最近且好走的路。
不过，奥体西路围墙通开

后，记者在尚品燕园北侧看到，
东边连接奥体中路东西向的中
林路西头已与奥体西路相连通，
目前仍在施工，路面已硬化，两
侧也有了人行道。据介绍，这条

路将是双向四车道。而这条路通
开后，奥体中路附近包括盛福花
园、绿城百合、中海紫御东郡在内
的多个小区住户可以直接开车上
中林路，到奥体西路后，通过花园
东路到洪楼片区，而不用再绕道
工业南路。

奥奥体体西西路路北北段段围围墙墙总总算算拆拆啦啦
中林路也已接通奥体中路与奥体西路

济南道路有一怪是大路
中间立围墙。近日，济南市电
视问政时提到了奥体西路尚
品燕园小区北侧一处横在道
路中间的围墙，随后4日时，济
南市市政部门进行了现场协
调。6日记者发现，这座横在路
中间的围墙在5日时已经完成
拆除，不过这段围墙拆掉并
非结束道路断头的状况，此
路北头东西向的黄台南路仍
是瓶颈路，东西仍不畅通。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刘瑞雪

6日，记者再次探访奥体西
路尚品燕园小区北侧的围墙
时，已经找不到了。周边市民介
绍，5日上午开始，就有工作人
员来拆除围墙，当天下午五六
点时就拆完了。

奥体西路花园路路口再往
北，道路一直通到了铁路桥南
边的另一座围墙前，之后转向
东西与黄台南路(奥体西路至

奥体中路段)相连。尚品燕园的
这处围墙拆除后，奥体西路北
边基本打通，不过无法继续往
正北延伸。历下区投资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若往正北铁路桥下是铁路用
地，目前只能与东西向的黄台
南路相通。

奥体西路这处围墙拆掉
后，不少市民非常高兴，但记者

看到，花园东路往北的奥体西
路各路口还没有安装信号灯，
加上路上行人较少，大小车辆
在此段道路的车速普遍很快。
另外，原围墙北边的人行道上，
还有井盖损坏。污水漫溢到路
上，行人只能拐到快车道行走，
非常危险。

历下区资产运营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段道路仍

有安全风险，没有交通信号，也
没有路灯，不过目前已经与路
灯管理处、交警进行接洽，将尽
快完善道路交通设施。

奥体西路南边原本终点在
武警济南支队附近，再向南也
无路可走，两侧杂草丛生，环境
很差。不过，近日在旅游路东段
工程中，实现了奥体西路南延，
一直延伸到了旅游路桥附近。

拆去围墙后，奥体西路到了
尽头仅能走东西向的黄台南路，
而记者现场探访发现，黄台南路
目前仍是一个瓶颈路。黄台南路
往西是一个仅容一车通行的铁
路桥洞，往东则虽然快车道路面
宽，但顶多双向6车通行，而且路
南的人行道仍然有一堵已经推
开一部分的围墙拦挡，人行道和
辅道都无法使用。

正因如此，南北向的奥体西

路是双向八车道，车辆无法及时
分流，只能堵在路口。左转到黄
台南路的铁路桥洞时，与桥洞西
边来的车辆相遇，同时，还与黄
台南路由东往西行的车辆相遇。
3个方向的车汇在一起，过桥洞
非常缓慢。由于路口拥堵，黄台
南路(奥体西路至奥体中路)南
半幅本来只可由西往东的快车
道，时而双向通行，时而单向通
行。

记者步行穿过黄台南路西
侧的桥洞，发现从该桥洞一直往
西至历城区历下区交界处的一
座桥，路面都仅容双向2车并行，
并且两侧没有人行道。6日上午虽
然雨势并不算太大，但路面已经
全是积水。道路破损不堪，路面一
直拥堵。这段瓶颈路过了界桥就
是历城区的祝舜路，双向4车道非
常宽敞，但从西而来的车辆只能
再往东走，就进入了瓶颈路。

“这段路一直都是这样，西
边历城已经修好了，但是这边就
剩这段不到500米的路没修了。”
路旁修车店的杨先生说。记者从
历下区资产运营管理公司相关
负责人处得知，黄台南路规划应
该是从历山路往东一直通到凤
凰路，但是整条路往东推进得并
不顺利。祝舜路东头再往东到奥
体西路，主要涉及到征地未实
现。

围墙拆了，车速偏快的过路需当心

黄台南路仍是瓶颈路，奥体西路北头还是会堵

奥体中路到奥体西路之间的中林路马上就打通了

20岁小伙因

生活不顺喝农药

立了好几年的围墙终于拆
掉了。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竹子井盖已更换

行人可放心走了

追踪报道

酒酒驾驾被被查查嚎嚎啕啕大大哭哭还还狂狂抽抽自自己己
司机是一名机关工作人员，还要面临单位处分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张泰
来 实习生 马含笑） 一公职
人员高某酒后驾驶被查，在被交
警带回大队的途中，突然一阵情
绪激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悔从中来，连续狠抽自己嘴巴，
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喊着：我从
来不干这违法的事情。

7月30日晚，历下交警大队
民警在荆山东路开展酒驾集中
整治行动。9点多，民警拦住一辆
黑色轿车，用酒安测试仪测试发
现，驾驶员高某涉嫌酒后驾驶，
遂要求其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高某表示，“都没有携带驾驶证，
车是朋友的车，朋友喝多了我喝
得少，我开车把他送回家。”

由于高某未携带有效证件，
民警依法将其带回大队做进一
步处理。在回大队的途中，民警
对高某进行了酒精呼气检测，高
某测试值达到26mg/100ml，涉嫌
酒驾。

面对这一结果，高某也承认
了酒驾的事实。原来，当晚，高某
和朋友一起吃饭，他自己喝了酒
但喝得不多，出于“兄弟情义”驾
车送喝得更多的一个朋友回家。
结果，从饭店出来没有50米就被
交警查处。

说着说着，高某突然情绪激
动起来，左右开弓，狠扇自己嘴
巴，接着还嚎啕大哭起来，边哭
边说着：“哥我跟你说，我从不犯
这种错误……”悔恨之情溢于言

表。
高某为何如此激动，表现得

如此后悔？他下意识说出的一句
话透露了原因：后悔啊，我还是
机关工作人员。历下交警证实，
高某确为公职人员，但未透露其
工作单位。

因为涉嫌酒驾，高某面临着
记12分，罚款1000元，驾驶证暂
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交警部门
还会将此事通报给高某所在的
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单位

还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按照相关规定，作为公职人

员，高某涉嫌酒驾，除交警的处
罚外，单位还要给予其行政记
过、警告等处分。

延伸阅读：

公职人员

醉驾如何处罚

公职人员醉驾触犯刑法，将
被开除公职、党籍。

涉嫌醉驾，将因触犯刑法提
供不出“无犯罪记录证明”，而无
法办理移民签证或留学签证。目
前，绝大部分国家都要求提供无
犯罪记录证明。

因醉驾被判刑而被用人单
位辞退，将无法获得经济补偿；
参军、考军校警校、从事安保和
航空等工作，也会因有犯罪记录
而受到限制。

 高
某 接 受 酒
精 呼 气 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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