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日晚 兴海路高压线突然爆裂
本报讯 （记者 王琪钧 ）11 月 24

日晚， 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一条“180
绝缘导线” 突然爆裂， 掉落在人行道
上，导致街道两侧部分小区停电，商铺
无法正常营业。 经过电力部门工作人
员近三十分钟的抢修后， 该地区恢复
供电。

●险情：
高压线深夜爆裂 接口处火花四射

“那声音就像放鞭炮，电线发出白
色的火焰， 像一条火龙， 火星四射，不
断发出爆裂声响，十分危险，过往的行
人纷纷躲避。 太吓人了！ ”市民林女士
说，受此影响，街道两侧部分小区和商
铺都停电了，她家就住在对面的居民楼
上，一阵光闪过，家里就没电了。 据附
近一家商铺的老板回忆，当时线路上冒
着火花，随后一声巨响，附近居民区和
商铺全部停电。

●目击：
头顶电线火花 噼里啪啦如鞭炮

最早发现电线冒火的附近居民沈
先生说，当时自己正准备回家，路过变
压器时，就听见头顶传来“噼里啪啦”
的声音，“乍一听像是在放鞭炮， 可抬
头一看可把我给吓坏了！头顶上的电线
冒着火花，发出白色的火焰。 着了有一
分钟左右。 ”

沈先生担心附近的路人从此经过发
生危险， 就一直在旁提醒行人绕行，以
免触电。 随后，马上拨打了公安部门的

电话，兴海路派出所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后， 便立即联系了电力部门的抢修人
员。

●抢修：
周围拉起警戒线 工作人员紧急抢修

19 时 30 分许， 西宁市供电公司报
修业务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在电线掉
落的人行道上拉起了警戒线， 然后，工

作人员爬到电线杆上，将电线断裂的接
口重新接到了变压器上，抢修过程仅持
续三十分钟左右，附近居民及商铺老板
纷纷拍手称赞。

据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爆裂电
线是 “180 绝缘导线”， 主要原因是电
压超过负荷，导致主引流线被烧断。 截
至 24 日 20 时 30 分， 该地区供电已经
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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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结冰
长江路 6 车追尾

本报讯 （记者 侯金花）11 月 25 日中
午， 洒水车过后， 长江路南中段路面出现
结冰，途经这一路段的 6 辆汽车失控，所幸
无人员受伤。

记者在现场看到，6 辆追尾车辆均不
同程度受损。 一辆印有搬家公司标志的卡
车与金杯商务车正面相撞， 金杯车车头变
形。 由于受到越野车从后撞击， 出租车撞
向护栏，前保险杠零件散落一地，2 米多护
栏变形。 距离事发地点约五米处， 一辆本
田轿车与一辆出租车也追尾。

有车主称，12 时左右， 驾车经过此处
时发现路面结冰， 眼看就要发生事故，急
忙打方向盘躲避， 但刹车不起作用。 驾驶
搬家公司卡车的郝师傅说：“我的车本来
是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的， 一打滑， 车就成
了由北向南。 幸亏当时附近没有人，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

撞向栏杆的出租车师傅称， 车辆行驶
到长江路南北方向 9 路车站时， 由于看到
前方车辆行驶速度慢， 他也减速慢行，但
紧随的越野车由于打滑直接将他的车撞向
了护栏。

现场的市民说， 路面结冰是洒水车洒
水造成的，按相关规定，气温在零下 2℃以
下，洒水车严禁上路冲洗。

上学路上遇车祸
好司机送孩子到医院

本报讯（记者 季蓉）“我打心眼里谢
谢那位司机师傅，要不是他，我和孩子真
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田女士在电话中
说。

11月 24 日 7 时 10 分，田女士像往常一
样，送在青藏铁路花园学校读小学五年级的
儿子上学。 在昆仑东路青藏花园的车站附
近，田女士拉着儿子走在斑马线上，刚刚走
到马路中间的隔离带时，一辆自西向东行驶
的越野车迎面冲来， 汽车撞在了孩子的左
腿，把孩子撞倒在马路上。

孩子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吓坏了田女
士，她抱着孩子不知道该做什么，只能大声
求救。 此时， 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也越来越
多，人群里有人帮田女士拨打报警电话，有
人建议是否可以将孩子的左腿从车轮下拉
出来，也有几个人试图将车抬起，将孩子的
腿从车轮下移出来。

正在大家等候救护车时 ， 一辆青
A-PP905 的车停在了人群前，车上下来一
位 40 多岁的男司机， 他表示可以将孩子
送到医院。人群中几位好心人齐力将车抬
起。小男孩的腿从车轮下小心地被移了出
来，抬到了车上，司机开着车将田女士和
小男孩送到了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在车上，交警给田女士打来了电话，告
知肇事车已被扣下。 在医院里小男孩进行
了各项身体检查， 医生表示小男孩的左腿
有些肿胀，但并无大碍。田女士可以将孩子
先行送回家中等待观察。

看小男孩没事，这位司机又开车将这
对母子送回
家里， 安顿
好孩子 ，田
女士正准备
感 谢 司 机
时， 司机却
早 已 离 开
了。

寒冬来袭 儿科急诊患者骤增
●夜幕降临
家长匆匆奔医院

排队挂号、开药、打针、办理入院手
续……随着气温下降， 省城各大医院儿
科急诊的患者与日俱增。 11 月 23 日 21
时许， 省妇女儿童医院急诊科诊室的大
门不时被步履匆匆的家长打开。

记者从医院挂号窗口了解到， 从 17
时到 21 时许， 共有近八十名儿童前来看
病，发病症状大多为感冒发热、腹泻等常
见病症。

市民马先生和妻子抱着刚满月的
孩子一进医院便直奔诊室。 “大夫，孩
子刚满月，从下午就开始发烧，起初我
们用物理降温法，可是到了晚上体温已
经达到 39 摄氏度。 麻烦您先帮我们看
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马先生说。看到
焦急的马先生，值班医生立即查看患儿
症状，并让马先生赶紧办理相关手续。

在马先生之后，记者注意到，抱着
孩子来医院看病的家长越来越多 ，患
儿年龄大部分在 6 岁左右。 在值班护
士的记录本上，仅 11 月 23 日，就有一
百五十多名患儿来儿科急诊输液 。 一
名医生告诉记者， 每晚儿科急诊接待
人数在 150 人至 160 人，21 时后为就诊
高峰。 根据省妇女儿童医院统计数据
表明，近一周内，门诊平均每天接待量
为 890 人次。

●寒冬来袭
幼儿园一半孩子请假

与医院人山人海景象不同的是，
近日， 省城各大幼儿园的校园中却少
了许多孩子。 究其原因，近期感冒发烧

的孩子太多，为了预防传染疾病，许多
家长主动要求让孩子在家休息。

“每年冬天，幼儿园里的孩子会减少
一半，因为孩子抵抗力较弱，很容易被病
菌传染。 为了保证幼儿园的卫生情况，老
师们每天定期都会做消毒工作。 尽管如
此，家长还是会在感冒高发季节让孩子在
家休息。 ”省城一所幼儿园的刘红梅老师
说。

为了让家长放心， 西宁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在预防幼儿园、公共场所流感
等呼吸道传染疫情的传播方面作了新
的部署。 10 月至 12 月，根据国家有关标
准和监督工作需要，西宁市将对各类公
共场所、学校托幼机构的空气质量及物
品消毒效果以及医疗机构的消毒与灭
菌效果开展采样监测，并及时出具监测
报告，以此来督促管理方加强疾病预防
措施。

●预防疾病
捂得厚不是唯一办法

除了省妇女儿童医院外，省城其他
医院儿科也迎来了就诊高峰。西宁市第
一人民医院儿科医生尚艳告诉记者，近
期，儿科就诊量翻了一番，患儿症状主
要集中在上呼吸道感染方面。

如何让孩子在秋冬季节远离疾病，
尚艳提醒，秋冬季节省城集中供暖，室内
外空气干燥，为了预防感冒要多喝水，加
快新陈代谢。 如果室内与室外温度差距
较大，要适时增添衣物。建议家长不要给
孩子穿得太厚或者盖得太厚， 要根据气
温为孩子选择着装， 告别穿得厚就不感
冒的传统观念。 尽量不要让孩子食用生
冷食物，多补充新鲜蔬菜水果，增加户外
运动。 避免抵抗力差的孩子频繁到公共
场所。此外，建议家长提前为三岁以上的
孩子注射流感疫苗，预防感冒。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看病。”11 月 23 日 21 时许，省城市民高女士带着感冒发烧的孩子到省
妇女儿童医院急诊科看病时，被诊室人山人海的场景吓到了。 排在她前面的还有三十个患者，等了两个
小时，高女士的孩子才看上病。 随着气温下降，省城各大医院儿科迎来就诊高峰。

本报记者 蔡雅雯 文 / 图

11 月 23
日 22 时 ，省
妇女儿童医
院急诊科输
液区内，家长
陪孩子输液。

抢修完毕，工作人员将控制高压线的电闸推上。 本报记者 王琪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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