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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员：车不好难过关 考试中心：关键在于技术
本报记者 杨健 实习生 赵鸿玮

时值 8 月暑假，正是学生密集学车的
时间，也是驾驶员考试的高峰期，在西宁
机动车驾驶员考试中心，每天都有近 300
名考生进行科目二考试。 近日，有市民反
映：她没有通过科目二考试是因为“考试
车的倒车镜按钮坏了”。

考生：考试难通过 考车有问题
这名市民反映，今年 6 月她参加科目

二考试时， 使用的是考试中心的 4 号车。
上车后她发现那辆考试车的倒车镜按钮
是坏的， 根本不能使用，“以致那次科目
二考试没有通过。 ”在补考中，她又碰上
了 4 号考试车。“原来这辆车的倒车镜按
钮，不是最近才坏的。 ”这位考生恍然大
悟。

8 月 12 日，记者来到位于沈家寨的西
宁机动车驾驶员考试中心， 发现中心有上
百人正在排队等候考试。 一些参加完考试
的考生抱怨：“车不好， 离合器有点松，挡
不好挂，座位太低了看不清线……”

一些“资深”考生在旁建议，参加
考试前要熟悉一下车况，最好带一个垫
子， 因为所有的车座位都有一个大坑，
坐下后会陷进去，和平时相比有很大的
差距， 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距离的判断，
因此容易在倒库时找不准点，造成考试
通不过。

除了 4 号车的问题，还有考生抱怨：3
号车的左倒车镜不能调，需要自己用手掰
一下，而且离合器比较松，挡不好挂，容易
跳空挡……

探访：“问题车”果然有问题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记者进入考

场， 如市民所反映，4 号车位于驾驶员一
侧的左倒车后视镜的调节按钮没有了，而
右侧的调节按钮也不能正常使用，因为该
倒车按钮也缺失了一部分。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考试中心共有 11
辆考试用车，每辆车的使用者都有通过考
试的，也都有没通过考试的，尽管 4 号车

的按钮不能正常使用，但是考生依然可以
通过手动调节的方式，按照自身的要求调
整倒车镜的角度，以便能观察到车后面的
情况。

回应 ：小故障不影响考试 ，关键
是技术

考试中心考场负责人解释：只要考生
考前调节好后视镜的角度，这种小故障并
不影响正常考试。 4 号车的考试通过率并
不低，部分考生反映的“因此而通不过考
试”显然不成立。 另外，考试中心将在近
期更换 4 号车的后视镜按钮，以便更好地
为考生提供考试服务。

针对考生对考试用车的抱怨，该负责
人回应：考生没有通过考试，总会找理由，
久而久之大家就会对考试用车有抱怨。一
些考生没有掌握基本的驾驶技术，就盲目
来参加考试，通不过是必然的，为此考试
中心建议： 考生掌握好驾驶要领与技术
后，再来参加驾驶员考试。

消费者：汉堡里有虫卵
肯德基：其实是调味料

本报讯（记者 袁震 见习记者 余
晖 ） 西宁市民马女士向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反映，她在新宁路王府井肯
德基买的汉堡里发现有黑乎乎的东
西，还有发白的虫卵壳 ，这可惊坏了
马女士。

马女士说，由于外孙很喜欢吃肯
德基里的蛋挞，8 月 11 日，她和女儿
带着外孙，去王府井楼下肯德基里吃
饭。 饱餐后，剩下的半个汉堡被马女
士打包带回了家，放在冰箱的冷藏柜
里，准备第二天给外孙当早饭。 可是
没想到， 第二天早晨她拿出汉堡一
看，吓了一跳。原来，在汉堡内发现了
一些透明的壳，马女士拿出放大镜仔
细观察，越看越像虫卵壳 ，就给本报
打了电话。

8 月 12 日，记者来到马女士家。 马
女士拿出一个放大镜说：“拿着放大镜
看，就能看出来了。 ”记者翻开汉堡，拿
起放大镜，凑近仔细观察，发现汉堡夹
层的沙拉酱里有一粒一粒的小黑点，汉
堡内还附着几粒发白的颗粒物，的确有
点像虫卵壳，夹层的肉片上同样分布着
不均匀的黑色小点。

汉堡里的白色壳状物难道真是虫
卵壳吗？ 随后，记者带着马女士家剩余
的汉堡来到位于新宁路王府井百货楼
下的百胜餐厅（西安）有限公司肯德基
西宁兴旺餐厅，餐厅副经理贠峰涛得知
情况后，特意从餐厅操作间拿出了马女
士购买的同款培根鸡腿燕麦堡。他告诉
我们，培根鸡腿燕麦堡的肉片与其他汉
堡的肉片不同， 虽然肉片都是烤制的，
但培根鸡腿燕麦堡的肉片需要腌制，腌
制时肉片上的调料没有被完全烤制融
化， 肉片上就会附着黑灰色的调料颗
粒，待烤制完成后，肉片上就出现一些
黑点。

另外，平常汉堡所用的沙拉酱都是
乳白色三级沙拉酱，而培根鸡腿燕麦堡
所用的是凯萨风味酱，里面掺杂有各种
调料碎末， 所以汉堡内会出现小黑点，
这也就不奇怪了，而最让马女士无奈的
虫卵壳，其实只是汉堡里洋葱、生菜等
蔬菜的小碎粒。

最后，贠峰涛表示，肯德基一直非
常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前阵发生的肉类
卫生安全问题更给他们敲了警钟，他们
会着重做好食品安全工作，让广大消费
者放心用餐。

昨晚一无牌大卡车撞上出租车
●事发省城柴达木路 ●热心市民和消防官兵接力救人
●截至 13 日 1 时，两名重伤员还在抢救中

本报讯（记者 何耀军 见习记者 纳玉
堂）昨晚 21 时 50 分左右，省城柴达木路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大卡车撞上一辆
出租车，出租车上三人受伤，出租车报废。

8 月 12 日 21 时 53 分，读者马女士致
电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称，柴达木路与西
站二巷路口，一辆拉土方的大卡车把一辆
出租车压扁了，出租车上的乘客有生命危
险。 22 时 20 分许， 本报记者赶到事故现
场时，西宁市公安消防支队城北消防大队
的官兵正在解救困在车内的乘客。

事故现场位于柴达木路与西站二巷
丁字路口中央，一辆沿柴达木路由西向东
行驶的大卡车，撞上一辆从西站二巷驶出
后已经驶到柴达木路面上的出租车。大卡
车撞上出租车后，把出租车推向柴达木路
中央的隔离栏。 在巨大冲击力的挤压下，
出租车被挤压得严重变形。

事故现场东面，一辆面包车和另外一
辆出租车像是发生了追尾事故。现场有目
击者称， 面包车和出租车并不是追尾，而
是当大卡车撞上第一辆出租车后，被动横
移的出租车又撞上了正在路口等信号灯
的面包车，面包车向后移动又撞上了后面
的出租车。

一名自称事发时在现场西侧不远处
的出租车司机称，他先是听到了刺耳的刹
车声，然后听到巨大的撞击声。 被动卷入
交通事故的面包车、出租车司机称，事发
时他们在等信号灯。 记者在现场看到，事
发现场路口信号灯工作正常。

事故现场的有关司机和城北消防大

队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事发后，有热心司
机从严重受损的出租车上，及时救出司机
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女乘客。因坐在后
排的男乘客被卡在车里，消防官兵拆除出
租车车门后，将被卡的乘客从车里救了出
来，送往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救治。

23 时许，记者赶到西宁市第三人民医
院时， 受伤的女乘客已脱离生命危险，男
乘客和出租车司机还在抢救，其中，男乘
客伤势严重，处于昏迷状态，出租车司机

脾脏破裂且失血过多，加上司机是 AB 型
血，医院 AB 型血库存有限，院方正在努
力寻找血源。

12日 23 时 50 分左右，处理交通事故
的交警调来拖车， 将大卡车与出租车拖
离。 记者在现场看到，出租车严重受损已
经报废，肇事大卡车没有悬挂车牌。

截至 8 月 13 日 1 时发稿时， 记者从
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获悉，两名重伤者还
在抢救当中。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事发现场 本报记者 何耀军 摄

↑医院紧急抢救伤员 见习记者 纳玉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