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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车祸发生后，肇事者
跑了，路边的陌生人却向伤者伸
出了援助之手。昨天，市民余先
生致电本报，说起上周五夜间发
生在市区北环路的一幕，他仍十
分感激。他希望借助本报向帮助
哥哥的好心人致谢。

余先生说，哥哥是平煤神马
集团四矿工人，家住光明路北段
劳模小区。9月22日晚9时许，哥
哥骑着电动车沿北环路去上夜
班，在光路明与北环路交叉口向
西约 400 米处，被一辆三轮车撞
倒，当场昏迷。

“我晚上9点零5分接到一个

电话，说机主在北环路上出交通
事故了。”余先生说，因为十分钟
前刚与哥哥通过电话，知道哥哥
去上夜班了，还以为是诈骗电话。
了解得知，路边一家洗车行的一位
女士将哥哥的电话解锁后，按最近
的通话记录拨出了电话。余先生
赶紧开车赶往现场，并通知了家
人。到现场时，哥哥已被120救护
车送往平煤神马集团总医院。哥
哥头部、身上都有伤，经抢救，除
头晕、呕吐外，现已无大碍。

根据后来调取的监控录像，
余先生看到肇事的是一辆三轮
车，当时直接从后面撞上了哥
哥。余先生第二天去现场走访附
近居民得知，事故发生后，一位过

路男士当即停下帮忙，并拨打了
120。附近洗车行女士、一家养殖
场的工作人员也自发帮忙，直到
急救人员、交警等到来。

“北环路上重型载货车多，车
速又快，万一再出其他事儿真不
堪设想。”余先生说，他非常感谢
当晚帮助哥哥的好心人，尤其是
好心人及时拨打了急救电话，为
抢救提供了宝贵时间。经走访，
他见到了当时参与救助的洗车行
女士勾淑娟（音）；了解到帮忙打
120急救电话的男士是一矿职工
吴鹏超。“他们都说只要人没事就
中，不用感谢。”

记者根据余先生提供的电话
联系到了平煤神马集团一矿采煤

队综采三队的吴鹏超。“这都没
啥，不用谢。”电话那头的吴鹏超
声音憨厚，说话耿直。吴鹏超说，
他家住武庄村，当晚他下夜班骑
电动车回家经过事发现场，刚好
看到一位男子被撞倒在地。“当时
他脸朝下趴在地上，人事不省。”
吴鹏超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过去
查看男子伤势，并立即拨打 120。
等待 120的过程中，路人、附近养
殖场的人都来帮忙照应。5分钟
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接
走。吴鹏超又在现场协助警方勘
查，一直忙到10点多才回家。面
对余先生的感激，他说，当时伤者
趴在路上，大车多，很危险，“这是
一条命啊，谁看见都会帮忙。”

上夜班途中被撞伤 肇事者逃逸 陌生人相助

市民余先生：感谢帮助我哥的好心人

□记者 张鸿雨

本报讯 昨天上午10点45分，
新城区长安大道与翠竹路交叉
口，一直行轿车和一左转轿车发
生碰撞，车辆损毁严重，人员幸无
大碍。

当天上午 11点 15分，记者路

过事发现场时看到，一辆东风俊
风轿车与一辆日产NV200轿车头
向西北并排停在红绿灯下，两车
均开启了双闪指示灯。记者走近
发现，俊风轿车引擎部位面目全
非，引擎盖曲折变形，保险杠和左
前大灯已报废，左侧车门已无法
打开，车头下方一地碎片，同时前

挡风玻璃上出现了几道裂痕。停
在其南侧的日产NV200轿车，右
前轮被撞毁，已和车身壳体脱离，
右侧翼子板和引擎盖弯曲变形，
前保险杠已脱离车身。

“事故是10点45分发生的，我
直行过红绿灯，他的车突然从西向
北拐了过来，我根本就没有反应时

间，一下子撞上了他的车头。”俊风
轿车司机董先生说，幸亏系有安全
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日产
NV200轿车司机说，到今年9月26
日，他的车买回来才整一年。

至11点 30分记者离开时，双
方仍在等待交警和保险公司的工
作人员到来。

新城区两车相撞 幸无人员伤亡

□记者 赵志国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公安
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8 月份以
来，我市交警相继开展了 4 场交
通安全整治攻坚战，277名酒后驾
驶司机被查处。另外，10名司机
因交通肇事逃逸被终身禁驾。

据市公安交管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段时间以来，我市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相继开展了市区管
控重点污染车辆专项行动和隐患
歼灭战、路面防控战、宣传攻势
战、共治合成战等 4 场交通安全

整治攻坚战，全力加强“两客一
危”、农村面包车、重型货车等五
类重点车辆监管，严厉查处超速、
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四类重点
违法行为。

自 8 月初至今，全市共查处
货运车辆超载 331 起、各类超速
2002 起、中型以上客车超速 132
起、涉牌涉证 700 起、饮酒驾驶
197起、醉酒驾驶80起。9月11日
22时 13分，杨某驾驶无号牌车辆
行驶至平顶山市高新区时，被高
新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执勤民警
查获。经鉴定，杨某血液中乙醇

含量为147.65mg/100ml，因危险驾
驶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8月
22日23时56分，闫某驾驶无号牌
二轮摩托车行驶至宝丰县赵庄乡
大黄牌坊处左转弯时，与马某、王
某发生口角后打架。后被宝丰县
交警大队民警查获。经鉴定，闫
某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166mg/
100ml，涉嫌危险驾驶，现已立案。

昨天，市公安交管支队向社
会通报了 10 起因交通肇事逃逸
被终身禁驾的案例。去年10月8
日 6 时许，王某驾驶小型轿车沿
平桐路自北向南行驶至沙河桥南

陶寨村路口时，将路上骑自行车
的闫某撞倒，致闫某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王某驾车逃逸，后被
公安机关抓获。王某因交通肇事
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驾。
去年9月22日 19时41分，韩某饮
酒后驾驶小型轿车沿北环路自
西向东行驶至与东平郏路交叉
口东侧时，将路上行人马某及其
女儿胡某撞倒致伤，后经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韩某
驾车逃逸，后被抓获。韩某因交
通肇事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终身
禁驾。

8月以来，我市查处277名“酒迷瞪”
另外通报10起交通肇事逃逸终身禁驾案例

昨天上午，在市区建开
岗东侧机动车道，市政人员
正利用综合清淤车排除雨
水井内的淤泥。据了解，雨
水挟带大量泥沙流进窨井，
导致市区部分道路窨井堵
塞，降低了路面排水能力。
为此，市政维修二队工作人
员冒雨对多条主干道进行
了“清淤保畅通”集中行动，
确 保 排 水 正 常 、交 通 无
阻。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冒雨疏通
道路积水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9 月 24 日，家住
市区体育路北段的市民王女士
致电本报反映，数月前，她在体
育路一家摄影会所交钱预约拍
照，但一直未能如愿，现在这家
会所人去房空，连老板也失去
了联系。

王女士说，今年 6 月 20
日，她在体育路中段芭芘摄影
会所交了300元钱，给孩子订
制一个599元的生日摄影套餐
（有效期三年），且今后她的孩
子每年过生日都可以来免费拍
照两张。当初，因参与此项预
约拍照活动的顾客较多，她没
有约到时间。后来由于孩子上
学、放暑假回老家等原因，照片
一直未拍。

近日，她听说这家摄影会
所出现经营异常，便于9月24
日下午来到该会所，向前台工
作人员表示要么尽快拍照，要
么退钱给她。工作人员称，老
板出差了，等到10月10日才能
答复。她向工作人员询问老板
的电话，对方称不知道。后来，
她通过其他途径查到会所老板
的电话，但多次拨打，始终无人
接听。

与王女士有相似情况的还
有家住市区湛南路的何女士及
其朋友，她们两人在今年3月
15 日分别向芭芘摄影会所交
31.5元预约拍照，被安排在9月
拍照。

9月25日下午，记者来到
体育路中段博泰宾馆附近的芭
芘摄影会所，只见两扇玻璃门
上张贴了四张同一内容的告
示，大意是房租到期需要搬迁，
暂无法正常安排拍摄业务，尚
未拍照的顾客或拍完未取件的
顾客，会所会于近期一一通
知。告示上留有微信号。

记者当天下午两点添加了
上述微信，但直到发稿时，一
直未接到对方的回应；数次拨
打会所老板的电话，对方也始
终没有接听。

记者与迎宾路工商所副所
长王胜利联系得知，目前该所
工作人员已接到几起与王女
士、何女士类似的消费纠纷，他
们现已同芭芘摄影会所老板取
得了联系，对方表示正在筹建
新的摄影棚，届时消费者可以
在新的摄影棚继续拍照，若不
想拍照，可以退钱。

交钱预约拍照
数月未兑现
如今人去楼空
找不到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