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租车撞翻三轮车
伤者断了四根肋骨

本报讯 （记者 纳玉堂）1 月 15 日 14 时 30
分，省城南川西路客运站附近，一辆出租车与三
轮摩托车相撞，三轮摩托车被撞翻，车主四根肋
骨被撞断。

15 时许，记者赶到事发现场时，现场已经清
理完毕， 一辆卖甜醅的三轮摩托车货架玻璃被
撞碎，洒在地面上的甜醅已被清扫，但现场留下
的痕迹仍清晰可见。 一位目击者称，事发时，出
租车在南川西路客运站门口准备调头， 不料撞
翻了正在行驶的三轮摩托车。

事发后， 附近执勤的交警迅速将受伤的三
轮摩托车车主送往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记
者从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获悉， 伤者四根肋骨被
撞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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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抛物：环卫工难以忍受之痛
在车上喝完饮料， 空瓶直接扔到车窗

外;抽完烟，随手把烟盒、烟蒂扔出车窗外;
吃完东西， 果皮塑料袋飘出车窗……马路
成了很多乘车或是开车人员的 “垃圾
桶”。 殊不知，司乘人员这些不经意的小动
作不仅污染了城市环境， 更给环卫工人的
安全带来威胁。

●车窗抛物随处可见

1月 14 日上午， 记者在省城昆仑路看
到， 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 不时从过往的
车窗内飞出一些垃圾， 其中以烟蒂和用过
的纸巾居多。

环卫工人张红丽和同事小心翼翼地
走在机动车道边上， 不时低头清扫路边
的垃圾，车辆在她们身边飞驰而过。 张红
丽告诉记者， 从昆仑桥到西山三巷的机
动车道基本是全封闭的， 路上的垃圾基
本上都来自车窗抛物。 特别是一些有红
绿灯的路口和车辆调头处，或者堵车时，
一些司乘人员在停车等待的间隙， 清理
车内的垃圾，往往是车辆过后，就留下一
地垃圾。

负责这一路段的环卫工人只能在车辆
较少的时候， 见缝插针清扫路面的垃圾。
尽管清扫垃圾时， 每一名环卫工人都小心
翼翼的， 可是由于昆仑路全封闭， 车速又
比较快， 而环卫工人低头清扫路面时，视
线受限制， 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疾驰的车碰

上。

●环卫工人最怕车窗抛物

说起车窗抛物，张红丽至今心有余悸，
2006 年，张红丽和同事们正在昆仑路上清
扫过往车辆扔下的西瓜皮时， 被一辆疾驰
而来的货车撞倒， 导致张红丽和另外一个
同事重伤， 张红丽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才
康复。 如今， 只要看到身边疾驰而过的汽
车， 张红丽心里就十分紧张。 但紧张归紧
张， 自己负责的路段还是要清扫干净。 而
在这段路上遭遇车祸的环卫工人非张红丽
一人。 仅 2014 年，张红丽所在的古城台清
扫队就有三名环卫工人在昆仑路上清扫垃

圾时遭遇车祸， 导致一名环卫工人死亡，
两名环卫工人重伤。

据了解， 危及环卫工人人身安全的主
要因素有两方面， 一是夜间工作， 因为这
个时间驾驶员易疲劳， 车速较快。 二是环
卫工人清扫车窗抛物时遭遇车祸。 近年
来， 西宁市、 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
关心环卫工人的安全生产工作， 为了减少
和避免各类事故 (事件 )发生，为环卫工人
创造了安全、良好的作业环境。 但 2013 年
至今， 西宁市仍然发生了近百起环卫工人
伤亡事故，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清扫
车窗抛物时发生的。

很多环卫工人说，环卫工作苦、累、脏，
这些他们都不怕， 就怕被车撞， 而清扫车

窗抛物无疑是最危险的， 环卫工人最怕的
就是车窗抛物。

●改变陋习 给环卫工人一份安全

记者从省交警总队了解到， 车窗
抛物不仅影响环境卫生 、 给环卫工人
带来麻烦 ， 还给道路上行驶的其他车
辆造成了安全隐患 ， 同时也是违法行
为 。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明确
规定： 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撒物
品，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撒物品，违者驾
驶员和乘车人将被分别处以罚款， 如果
因抛撒物件造成其他交通事故的， 将承
担相应事故责任。 而车窗抛物行为屡禁
不止的主要原因是， 车窗抛物是瞬间行
为，取证难，处罚难度大。 因此，交管部
门希望司机和乘客都要自觉意识到，道
路不是垃圾场，不向车外抛撒垃圾杂物，
尊重环卫工人的工作， 保障环卫工人的
安全。

同时，环卫部门也希望司机和乘客不
要随意向车窗外扔垃圾。 而解决这一问
题的办法其实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每位
车主在车内准备一个垃圾袋， 等停车后
将垃圾袋扔入垃圾箱。 车内准备垃圾袋，
虽然只是一个微小的举动， 但这个小小
的举动就可能挽救一名环卫工人的生
命。

本报记者 袁震 文 / 图

我省南部寒潮渐退

当地人告诉你零下 啥感觉
新华社西宁 1 月 15 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 张曦）“走失的羔羊不幸成了
‘冻肉’， 水泼到地上立马出现亮晶晶
的冰丝。 ”青海省囊谦县的牧民这样形
容已经光临多日的寒潮。记者从气象部
门了解到，这股寒潮已有所减退，气温
稳中有升。

受冷空气影响，连日来，青海开始
出现寒潮天气过程。青海南部多个地区
气温突破 1961 年以来历史极值， 出现
零下 30 摄氏度以下的极端最低气温。 1
月 11 日， 称多县清水河气象监测站预

报出最低零下 45 摄氏度的极端气温。
“太冷了，牛羊进了冬圈还是冻得

不行，好多都感冒了，晚上叫得可惨了，
我只好把几个羔羊抱到屋里来。 ”牧民
扎西尕哇说。

“水壶放在门口， 结果一晚上冻
得死死的， 放在炉子上化了半天才开
始烧奶茶。小孩要去学校，我就把他裹
在大衣里一路抱着送去， 一路上冻得
我受不了。 ”玉树结古镇居民白玛措
说。

青海省气象局气候分析科研究员

戴升告诉记者，从去年 12 月起，青海南
部地区就频繁出现极端低温天气，由于
入冬以来降雪比较多，厚厚的积雪将太
阳光线折射，地面无法吸收光热，导致
气温一度偏低。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这股寒潮已经
稳定，并且气温将有所回升，然而这并
不代表严寒已经彻底过去。 在冬季结
束前， 当地农牧民还要再熬一段冰天
雪地的日子。 “好在牧草已经发放下
来，牛羊的性命算是保住了。 ”扎西尕
哇说。

乘客微博举报
高速交警截获

客车超载

本报讯（记者 李占轶 通讯员 郑英龙）一辆
由西宁开往乐都的客车超载， 为了不被发现，司
机悄悄关闭了车上的监控， 但司机没有想到，车
上的乘客发微博举报了超载行为，客车随后被交
警截获。

1月 11 日 9 时 21 分，一网友发微博 @ 青海
高速交警一大队称， 自己乘坐的由西宁开往乐
都的客车超载， 并在微博中附上了自己的车票
照片。

得知微博中反映的这一情况后，青海高速交
警一大队值班民警立刻前往乐都收费站口等候
车辆到达。 同时，另外几名民警前往客运车辆所
属公司调取车内监控。10 时 30 分左右，民警赶到
客运车辆所属公司，调取监控时发现，这辆客车
内的监控没有开启， 民警与客车司机取得联系
后，司机辩称车内监控系统损坏无法使用。

11 时许， 等候在乐都收费站口的民警将这
辆超载客车截获，发现车辆荷载 35 人，实载 38
人，属于超员违法行为。 同时，民警检查了车内
视频监控系统，发现监控系统并没有损坏，是被
人为关闭的。 随后，民警将客车扣留，向客运公
司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就客车超载、车内
监控管理不善等问题在五日内拿出整改方案，
否则将取消客运公司春运客运资格。

环卫工人
正 在 清 扫 车
窗抛物，身旁
就 是 疾 驰 的
汽车。

昨夜曹家寨村一板房着火
未造成人员伤亡

本报讯 （记者 姚宇轩） 昨日
21 时许， 西宁市城东区曹家寨村中
央的一处彩钢板房发生火灾， 大火
引燃附近多间板房。

21 时 50 分许，记者赶到事发现
场看到，一处板房还在燃烧，消防官
兵正对彩钢房内部进行灭火， 起火
的彩钢房的窗户和墙体已经变形，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很大的火势，旁
边的板房已经被烧得塌陷。 村外八
一路小学门口停着 3 辆消防车，围
满了村民。 由于村子巷道较窄，消防
车进不去， 消防官兵只能将水管接
到附近村民家的水管上。

据现场一位村民介绍， 火灾发
生在 21 时 15 分许， 他听见有爆竹
爆炸声，出门一看，旁边院子的板
房着火了，他马上报警。 另一名村
民透露，起火原因可能是附近高压
线老化，高压线漏电引燃板房内的
爆竹。

22时 40 分，消防官兵扑灭了大
火，无人员伤亡。 图为消防人员正在灭火。 本报记者 姚宇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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