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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映
坎门后沙沙滩边的这条路是我

每天出行的必经之路。就在几个月
前，这条原本简单做过硬化的路突
然变成了泥土路，通行十分不便。

——王先生

记者调查
近日，记者在王先生的带领

下，来到坎门后沙，看到了这条让
王先生“饱受折磨”的小路。

从现场来看，这条路的大约长
1000 米，路面到处都是大小不一、
深浅各异的坑洼，道路一侧是丛生
的杂草，差不多有半米高，另一侧
倾倒着碎砖块、破油布等建筑垃
圾，通行确实有些困难。

“天气好的时候，地面晒干了，
风一吹灰尘全都飞起来，跟沙尘暴
一样。如果遇上下雨天，地上全是
泥和水坑，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
有。”王先生皱着眉头说道。

凑巧的是，前两天刚刚下过
雨，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道路
两侧的低洼处还没来得及干透，过
路的市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开。

“这个路太难走了，每次晃得头
晕脑胀的。”一位骑着三轮车路过
的老大爷埋怨道，“而且下过雨了
都是泥，很脏，但又没法不走这条
路。”

在这条路上，相对来说算得上
平稳好走的，只有夹杂在杂草堆中
的一条小路。一位年轻妈妈正带着
孩子往家赶，因为路况有些糟糕，

怕孩子摔倒，这位妈妈不得已带孩
子走进了杂草堆。

“有什么办法，这条路都是坑，
太难走。万一摔倒了就是一身泥，
我还不如走这里。”这位妈妈紧了紧
牵着孩子的手，看着几乎比孩子还
高的杂草堆，无奈地摇了摇头。

针对眼下的情况，记者找到了
后沙社区求证。后沙社区党支部书
记陈建平告诉记者，这条路以前只
有一部分做了硬化，另一部分是用

石板铺起来的，因为旁边有房地产
项目要施工，所以这条路出现了些
许变动。“这里做了土地平整，用泥
土把原先的水泥路垫高了，底下的
排水管被堵死了，就出现了积水。”
陈建平说，再加上工地正在施工，
经常有工程车在这条路上往返，久
而久之，这条路就变成了现在这副
模样。

“我心里也很着急，那天下雨我
还特地跑现场去看。”说着，陈建

平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了相册，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单单依靠我们
社区单方面的力量就能解决的，要
和拆迁部门还有房地产公司进行协
调。”

眼下社区能做的只有在道路两
侧暂时开两个阴沟，让雨水可以分
流，同时再用石子先把路面铺平，
暂时解决市民出行问题，至于具体
的道路修建方案，可能还要等到项
目完成后再作打算。

晴扬尘雨溅泥
这条路让市民出行很糟心

本报讯 11月 19日下
午，在楚门交警中队事故
处理大厅，一事故当事人
候女士扬言：“我不管谁的
责任，反正你就要赔我，
不赔出去我就开车撞你。”
15分钟后，交警中队又接
到事故对方阮先生的电
话，称自己的车又被候女
士撞了……

事情还得从 11月 18日
说起，当天下午 1 时 55
分，阮先生驾驶浙 J*AD82
轿车从沙门往楚门方向行
驶，途经楚门镇吴坑线与
红照路，该车右侧部位与
同向候女士驾驶的浙 J**

98V 号轿车左前侧部位发
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车
辆损坏。

11 月 19 日 下 午 3 时
许，阮先生和候女士来到
中队处理事故，因未确保
安全、采取措施不当，双
方负同等责任。而侯女士
却不服从事故处理结果，
拒绝在事故认定书上签
字，并扬言“你若不赔，
你开到哪里我就跟着撞
你。”

因未造成严重后果，
候女士认识到了自身的错
误，并自愿赔偿所有损
失。 （徐红漫 何伟峰）

不服从事故处理结果

女司机扬言“不赔就撞”

本报讯 日前，S226
省道楚门彭宅村路段发生
了一起电动车和三轮电动
车碰撞事故。结果一名驾
驶人没受伤、另一名却被
撞昏迷。原因就是其中一
人正确佩戴了头盔。

据三轮车驾驶员郑某
描述，当时他正驾车逆向
往彭宅村方向行驶，发现
一辆电动车对向开来，他
急忙踩住刹车，但为时已
晚，电动车与三轮车面对
面发生碰撞，电动车驾驶
员摔倒在地，头部与地面
发生直接碰撞，郑某也因
惯性头部狠狠地撞到了三
轮车挡风玻璃上。

郑某因佩戴安全头盔
一点事也没有，而电动车
驾驶员丁某就没这么幸
运，被医院诊断为脑挫裂
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 （脑出血）、颅底骨折、

颞骨骨折，目前还处于昏
迷状态。

交警提醒：当骑电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
员经常会被甩出，如果驾
驶员头部撞到物体，头部
向前的运动会立即停止，
但是脑部还是会继续向前
运动直至撞到头盖骨，这
是电动车事故死亡率较高
的主要原因。

如 果 佩 戴 了 安 全 头
盔，就能通过坚硬的外
壳、缓冲层、衬垫、系带
等 4 个部件减小头部碰撞
时的冲击力，从而降低严
重头部损伤和脑部损伤。

（刘宇豪）

两辆非机动车迎面相撞

头盔让驾驶人免受伤

本报讯 服了感冒药
开车上路，险些撞上路边
隔离栏。前两天，市民黄
先生就差点遭遇了这样的
险事。自从酒驾入刑后，
市民都自觉地避免酒后驾
车，但很多人忽视了另外
一种现象，服用药物之后
驾车的危险程度并不比酒
驾小。

药驾是指驾驶员服用
了某些可能影响安全驾驶
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行的
现象，由于这些药物服用
后可能产生嗜睡、困倦、
注意力分散、头晕、耳
鸣、视物不清、反应迟钝
等不良反应，很容易酿成
祸患。依据国内数据，药
驾发生的交通事故数占整
个交通事故数量的 10%左
右。

如果市民生病了必须
服药驾车，首先在看病时
要向医生主动表明“我是
司机”或“我要开车”，请
医生尽量避免使用会对驾

驶员产生不良影响的药
物；驾驶者服药时应仔细
阅读药品说明书或商品标
签，特别是用量、禁忌症
和副作用等，了解注意事
项；对已知有不良反应但
不得不吃的药，需遵医嘱
减量服用，或等药效消除
后，再开车上路。

最常引起驾车意外的
是感冒药。交警提醒广大
驾驶人，参照世界卫生组
织的分类和药剂科专家临
床经验，有 8 大类药物会
对驾驶产生影响，服用含
抗组胺类成分药物可引起
嗜睡、困倦；服用降压药
初期易出现眩晕；停用镇
静催眠药短时间内仍会嗜
睡；服用抗感冒药可引起
嗜睡、困倦；服用镇咳药
易引起头晕、眼花；服用
抗精神病、抗抑郁症药可
引起头晕、乏力；此外，
还有降糖药及抗心绞痛
药。

（何伟峰）

严防“药驾”
服用这8种药品后不能开车

本报讯 随着
一拨又一拨冷空气
的袭扰，我市的日
平 均 气 温 逐 渐 下
降，玉城街头的羊
绒衫店开始开门迎
客，私人定制一件
心仪的衣服成了不
少市民抵御寒冷的
首选。

11 月 19 日 上
午，市老年大学附
近的一家羊绒衫店
一下就迎来了三四
位顾客，有的是来
定做新款羊绒衫，
有的是来修改羊绒
衫以适合自己的体
形。陈阿姨是这家
羊 绒 衫 店 的 老 主
顾，几乎每年她都

会为自己添置一件温暖的羊绒衫，她说：“定制
的羊绒衫穿着更舒适、漂亮。所以今年我要给
家里人都定做一件。”

据该店店主赵君英介绍，店里的生意从 11
月初开始就红火了起来，初步统计，每两三天
就要定做近10件羊绒衫。

同样的，在玉城广陵路上的另一家羊绒衫
店，老板陈影还来不及打理柜台上的样品，几
名顾客就前来下单，她正忙着为他们量体裁衣。

“羊绒衫定做生意有着明显的季节性，我们
一般是每年 9月到次年 5月开门营业。”陈影表
示，生意最忙碌的就是农历十一月十五前后，
这时天气转冷，估计每天羊绒衫的接单量会有
10多件。

（罗俊 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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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赌博欠债还不上钱，赌瘾

却越来越大，没有赌资怎么
办？玉环一男子假称做铜粉生
意，骗走工厂16吨铜粉，价值
53万元。近期，楚门派出所远
赴云南成功抓获涉嫌诈骗的犯
罪嫌疑人黄某。

今年 10 月 12 日，楚门镇
蒲田村老周家的铜产品加工厂
里来了位客人，说是要跟老周
做铜粉生意。这个客人就是黄
某，他对老周来说并不陌生，
今年 3 月老周还跟他有过合
作。黄某称自己要收购老周家
的 铜 粉 ， 当 时 黄 某 出 价 是
32700元一吨，老周觉得价格
低了就没同意。第二天，黄某
又来到老周厂里问老周愿意出

多少钱，老周报了价 32900元
一吨，没想到黄某爽快地答应
了。

因为之前有过生意往来，
老周就同意让黄某先拉走16吨
铜粉，不料两天后打电话催付
款，却发现黄某的电话已经打
不通，老周这才意识到自己被
骗了。

楚门派出所报警在了解案
情之后迅速掌握了黄某的身份
信息，立即对其进行追逃，并
成功在云南将在逃的黄某抓
获。民警将黄某带回楚门派出
所之后对其进行审讯，黄某对
自己诈骗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黄某以前就是做铜粉生意
的，但是今年沾染了赌博，在
外面欠了很多钱，而且赌瘾越
来越大，把之前做生意赚的钱
都赔了进去。走投无路的黄某
想到了之前做生意时认识很多
铜产品加工厂和翻铜厂的负责
人，可以利用这个“资源”捞
一笔。

黄某将目标锁定在了老周

家的工厂。在事发前几天，黄
某去老周厂里想要以 32700元
一吨的价格收购铜粉，当时老
周没同意。后来黄某又联系了
在沙门开翻铜厂的朋友，询问
收购铜粉的价格，朋友出价
32650元一吨。黄某一看买铜
粉的价格比卖铜粉的还贵，心
里不禁开始嘀咕，但因为欠债
太多而且还想再赌，于是就想
着先把铜粉弄到手换成钱。所
以再次来到老周厂里的时候，
黄某已经打算好不管出多少钱
都收购。

当天下午，黄某就安排司
机拉走了老周家的 16吨铜粉。
黄某用这些铜粉在翻铜厂里换
到了 53万元。还了 2万元的赌
债之后，黄某就把这笔钱作为
赌资挥霍光了。

黄某现已被市公安局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警方提醒：大家在日常交
易时应签订有效的合同，尽量
避免“零定金、零预付款”的
裸赊账交易，谨防货财两空。

熟客假做铜粉生意骗走53万元
警方提醒：避免裸赊账交易，谨防货财两空

□本报记者 林怡 金烨鹏文/摄

□本报通讯员 叶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