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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月月内内四四名名行行人人被被撞撞身身亡亡
济南市中区交通事故分析显示，行人被撞多因横穿马路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王
兴飞 张泰来） 据济南市中交
警统计，今年以来辖区发生的29

起死亡事故中，涉及酒后或者醉
酒驾驶的8起，造成9人死亡。这在
交警部门调查认定的造成事故的
诸多因素中位居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8起酒驾、
醉驾死亡事故中，有4起属自伤死
亡事故。”市中交警大队肇事处理
中队副中队长付明介绍，酒后驾
驶危害很大，就算不与他车发生
事故，酒司机也容易撞上公共设
施、房屋等建筑造成死亡。

“历下交警大队辖区今年以
来发生酒驾死亡事故5起，其中醉
驾4起。5起酒驾死亡事故中，就有
4起为自伤事故。”历下交警大队
民警介绍，涉及酒驾自伤死亡占
了8成。

在天桥交警辖区，今年以来
辖区发生的酒驾死亡事故共13

起，其中有4起属自伤事故。10月
29日22时许，天桥交警辖区，二轮
电动车驾驶员张凡酒后载张晓婕
沿纬六路道桥由南向北行驶，在
行驶到090号灯杆处时，该二轮电
动车右侧车把与桥梁护栏刮擦发
生事故，42岁的张凡经抢救无效
身亡。

另外，据槐荫交警大队民警
介绍，今年以来槐荫区共发生酒
驾死亡事故10起，13人死亡，其中
9起为醉驾。在历城交警大队辖
区，酒驾死亡类型道路事故达20

起，其中醉驾12起，20起酒驾死亡
事故中5起为自伤事故。济南市内
五区今年以来累计发生酒驾死亡
事故多达56起。

16日上午，济南市中
交警大队就今年以来发
生在辖区的道路交通死
亡事故进行通报。截至12
月中旬，市中区共发生道
路交通死亡事故29起，死
亡3 1人。2 9起死亡事故
中，撞行人死亡事故为9
起 ，占 今 年 总 起 数 的
31%；涉及电动车、摩托
车的死亡事故为7起，占
总数的两成多。另外，数
据显示，城乡接合部远比
市区危险，发生死亡事故
占总数的七成多。

“今年辖区的死亡事故中，
行人过路口不走人行道遭遇车
祸身亡的多发，有好几起就发
生在路口附近，实在可惜。”市
中交警大队肇事处理中队副中
队长贺延峰介绍，今年截至目
前市中区共发生死亡事故29
起，致使31人死亡，其中涉及行
人被撞身亡的事故就有9起，占
到今年以来市中辖区死亡事故

总起数的31%。
据了解，这9起行人被撞死

亡事故中有4起集中发生在10
月份。10月12日16时52分许，
舜耕万寿路口，杨某驾驶一
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沿舜耕路
由南向北行驶至路口南侧约
2 0米处，在左转车道等待信
号灯。路口监控录像显示，行
人王某未从斑马线上通过，而

是选择在车流中穿梭。待东西
向的信号灯变绿后，起步的
货车司机没有注意从车流中
出现的王某，最终将其撞倒
后并碾轧，造成王某当场死
亡。

“在10月29日103省道发
生的事故中，被撞的行人是
一名 1 2岁的中学生，肇事司
机 称 这 名 中 学 生 下 公 交 车

后，想跑步横穿马路结果被
撞身亡。”贺延峰介绍，当时，
肇事车辆是一辆搭乘民工的
面包车，未超员，事故后民警
找到的撞击点仅距离人行道
10米远。

贺延峰表示，接连几起事
故多是行人在路口附近被撞身
亡，这让事故处理民警都为之
惋惜。

贺延峰介绍，今年市中区
摩托车死亡事故总数为7起，
占 辖 区 2 9 起 死 亡 事 故 的
24 . 1%。这意味着差不多每发
生4起死亡事故，就有一起涉
及电动车、摩托车，仅10月下
旬以来，在不足 1 5天的时间

里，市中区就接连发生3起涉
及电动车、摩托车的死亡事故。

另外，据市中交警统计，今
年以来市中区城乡接合部共有
死亡事故21起，占29起死亡事故
总数的72.4%。据民警介绍，单在
10月21日至11月2日两周的时间

里，市中区发生的4起死亡事故
中就有3起在城乡接合部。

民警介绍，相较市区道路，
车少、路宽的城郊道路往往让
驾驶员放松警惕，部分路段还
缺少路灯等照明设施，夜间行
车更加危险。“另外，城郊道路

周边多分布着一些村庄，行人
横穿马路现象较为常见。”民警
提醒，夜晚出行过马路的市民
最好不要穿着深颜色的外套，
驾驶员也需注意观察路况，在
遇有突发情况时及时采取措
施。

本次大型公益关爱活动有多
种参与方式，您可以选择亲自把
礼物送过去，也可以将礼物邮寄
到本报指定的接收地点 ,由我们
统一整理打包送到孩子们手上。

本报还将联合阿里公益 ,精
心采购专门的圣诞服装、圣诞礼
包以及孩子们需要的物品 ,随读
者们捐赠的礼物一起整理包装
后 ,由报名的爱心志愿者装扮成
圣诞老人,亲自送到孩子们手上。

另外，如果小朋友有什么特
殊的圣诞愿望，也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将尽力帮你实现。

如果您想捐赠物品，请联系
当地快递，付费方式请选择“收方
付”；请对所捐赠物品进行简单包
装，并在快递单的备注栏注明“天
天正能量”；收货地址栏请写明：
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
厦 2 9 楼 机 动 新 闻 中 心 王 若 松

（收），联系电话：0531-85193443或
0531-85193707。

“圣诞老人”报名者无年龄、
性别限制,如果您想报名，本报会
和入选的志愿者一起 ,为需要帮
助的孩子送去关爱。

如果小朋友们想要什么礼
物 ,有什么心愿 ,我们会尽力帮你
实现。

如果您有圣诞心愿想告诉我
们，或者想报名成为“圣诞老人”，
请通过晚报96706热线与我们联
系。

近近百百读读者者争争做做圣圣诞诞老老人人
本报联合阿里公益，招募活动火热进行中

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记
者 王若松）“您好，我想报
名当‘圣诞老人’”、“您好，我
想寄礼物给残疾儿童”、“您
好，孩子有些书籍，想寄给需
要的小伙伴”……随着圣诞
节的日益临近，本报联合阿
里公益发起的“圣诞节·和你
在一起——— 全城招募圣诞老
人”大型公益关爱活动也在
如火如荼进行中，仅16日一天
就接到来自全省各地读者的电
话近百个，用爱心温暖着这个
寒冬。

在来电读者中，有孩子家
长，有在校的大学生，有年迈的
老人，还有一些爱心公益组织。

“我们现在有50多套衣服，希
望可以通过活动捐赠给残疾儿
童，给他们过圣诞节。”16日下
午，济南市槐荫区的朱玉德代
表“1小时公益”爱心公益组织
给本报打来电话，说自己是晚
报的忠实订户，同时也是“1小
时公益”协调小组的工作人员，
看到消息后很希望能参与到活
动中来，将爱心献给需要的孩
子，给他们过一个愉快温馨的
圣诞节。

报名圣诞老人

参与方式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死亡事故中行人被撞占了三成

超七成死亡事故发生在郊区

头条链接

醉驾和酒驾是

死亡事故祸首

10月31日，在济南蝶泉山庄北200米处，一辆小轿车与一辆电动车发生碰撞，致使电动车主抢救无
效死亡。警方供图

12岁对一个孩子而言，正
是应该坐在明媚的教室里学
习的年纪。而居住在枣庄市中
区八大家小区的小朱煜，却不
得不常年与病患斗争。面对即
将到来的圣诞节，他说他的圣
诞心愿是想要一套带插画的
百科全书，好让母亲讲故事给
他听。

16日，记者来到小朱煜
家中，看到他的母亲正坐在
床头，拿着手中的书籍向小
朱煜讲解着。“你看这个字念

‘爱’，而这个字念‘心’。”一
旁的小朱煜专心地听妈妈讲
着。

说起为何在家辅导儿子
学习，小朱煜的妈妈刘广芝
说，2011年10月10日，小朱煜
突发40多度高烧出现抽风，经
医院检查患上了脑炎，并伴随
间歇性癫痫。“从那天起，我和
他爸为治好孩子的病，开始往
返于济南、北京各地。”小朱煜
的父亲朱永军说，为给孩子看
病，家里已经欠下了二十余万
多元的债务。

现在小朱煜的病情还比
较反复，为了防止孩子癫痫发
作时咬伤自己，小朱煜的母亲
经常把自己的手指放到孩子
嘴里，以至于她手指上时常会
缠着纱布。

当记者问及小朱煜圣诞
节最希望要什么礼物时 ,他

说，“我想要一套带插画的百
科全书，因为能让妈妈讲给我
听，如果妈妈累了，我还能看
里边的插画。”

“我希望快点好起来，回
到学校，让爸爸妈妈不再为我
治病那么累。”小朱煜说。

本报记者 孙越

““我我想想有有本本百百科科全全书书，，让让妈妈妈妈念念给给我我听听””
常年与病魔斗争的枣庄男孩朱煜，想尽快回到课堂

小朱煜的母亲手指上缠着纱布。 本报记者 孙越 摄

圣诞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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