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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听到救护车
的警笛声，一定是十万火
急。近日，一段“45度让
路法”的视频火遍朋友
圈。视频中，两条车道上
的车同时向相反方向斜向
避让 45度，为后方的救护
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那
么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方
法真的可行吗？

采访中，有的市民点
赞并分享，称其为“教科
书式让路”；还有的市民把
这主动让路弘扬正能量的
方法，定义为“2020年开
车必备技能”。

“我觉得这新方法挺好
的，不会耽误救人，但需
要所有司机齐心协力，下
次碰到，一定要试试看。”
市民陈先生说道。

市民高先生的朋友圈
也转发了这条视频，他
说，司机懂得如何礼让，
是确保救护车能够畅行的
基础，碰到此类情况百分
百要让，社会需要这样的
正能量。

但是，也有不少市民
提出质疑，认为“45度让
路法”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护
车驾驶员林忠国告诉记
者，让路的想法是好的，
应当提倡。但玉环的道路
限制比较多，实操起来是
比较困难，特别是当跟车
离过近、车道窄的情况下，不但很难做到让路，还会导致加
塞严重。

由于路况复杂，“45度让路法”或许并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那么在路上遇到紧急情况，应如何对消防车、警车、救
护车等进行合理避让?

楚门交警中队指导员杨国正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
遇上对向来车为特种车辆，且道路中心无物理隔离时，应减
速观察；如特种车辆要左转弯或借自己所在车道通行，应停
车让行；如在特种车辆前方同向行驶，应开启转向灯向左或
向右变道。

避让产生交通违法，受到处罚怎么办？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1条第3款——交通技术监
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
信息中，有证据证明救助危难或者紧急避险造成的，应当予
以消除。

此外，如有条件而不避让特种车辆，将被交警罚款扣
分。 （张莺莺 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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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很多司机误
认为，夏季气温较高易引
起车辆自燃，其实即使是
在气温较低的冬季，车辆
也会自燃。近日，在坎门
街道开元路就发生了一起
五菱小货车自然事故。

当天，119接警处接到
市民求助电话，在开元路
路口有一小货车仪表盘处
起火，前挡风玻璃已被火
烧至破裂，车内无人。坎
门交警中队接警后立即通
知附近警力第一时间赶赴
事发现场。民警和现场群
众一同使用干粉灭火器成
功扑灭大火。

幸 亏 处 理 及 时 、 得
当，该自燃车辆并未造成
大面积燃烧。事故原因初
步认定是车辆仪表盘处线
路老化所致。

据民警介绍，车辆发
生自燃前一般都有预兆，
比如汽车起动出现困难或
行驶中抖动明显加剧、汽

车 耗 油 量 突 然 比 平 时 增
大，且没有其他方面的原
因突发性冒黑烟、有焦糊
味等。而车辆自燃大致是
由 以 下 几 方 面 原 因 引 起
的，首先是汽车的油路出
现 问 题 ， 造 成 漏 油 、 漏
液。其次是车辆电线老化
或者接驳不当造成短路或
产生火花。再次是由于高
温引起易燃物品的燃烧。
最后是由于车辆撞击，或
者机件故障引起火灾。

“良好的驾驶习惯、细
致及时的保养维修、不私
自篡改车辆电路等，可以
很 大 程 度 上 避 免 车 辆 自
燃。”交警提醒广大车主，
一旦车辆因某些原因发生
自燃，切忌为了车内一些
财物而耽误逃生的宝贵时
间，而且春节临近，不少
市民会选择长途驾车出游
或走亲访友，出发前切记
要做好车辆检查。

（张娇 何伟峰）

货车自燃警民携手扑灭
民警提醒：冬季也要预防车辆自燃

本报讯 “就是她，不知道是
不是受了刺激，除了自己的名字，
什么也不说……”见到民警，小沈
立即指着坐在店门口的穿粉色呢子
大衣的女子说道。1月 10日 14时 30
分许，坎门派出所接到辖区依呀贝
奶粉店老板小沈报警，称其店内有
一位女子需要求助。

小沈回忆道，该女子是下午2时
许来到店里的，刚开始她还以为对
方是来买东西的，还没等她说“欢
迎光临”，该名女子率先开口自报姓
名。随后，小沈询问其要买些什
么，对方只是直直地看着她便不再
回话。

看着这位女子焦虑不安的样
子，小沈很快察觉到对方应该是遇
到困难来求助的。随后，小沈主动
上前与其沟通，但是任由她怎么
问，女子一直不说话。

“这是她的手机，我本来想帮助
她联系家人，可是里面没有电话
卡。”小沈说，这部手机通讯录里存
着几个号码，不过她觉得自己不太
方便联系，于是便报警求助。

民警了解情况后，当场拨打了
女子手机通讯录里存着的第一个号
码。可是接通后，电话那头的人表
示自己并不认识这位女子。

为尽快帮助女子找到家人，大

家决定先将人带回所里。到所后，
民警一边通过“大数据围城”技术
迅速搜寻女子的关系人，一边安排
女同事与其谈心。

经过女民警耐心地引导，女子
终于开始有了回应，她在一张白纸
上书写了自己的姓名、年龄以及老
公的名字，同时模糊交代了自身的
特殊情况。

根据女子书写的重要信息，民
警很快找到了其丈夫小王的联系方
式，可是当时小王的手机停机，无
法与其取得联系。

之后几经周折，民警联系上了
小王的堂弟，对方到达派出所了解

情况后，立即骑车去小王的工作单
位叫人。

半个小时后，小王匆匆赶来派
出所。看到妻子安然无恙地在所里
坐着，小王对着民警连声感谢。他
说妻子有癫痫病，发病后会短暂失
忆，她前段时间刚来玉环，对这里
的环境还不熟悉，估计是下午出来
玩的时候犯病了，然后就找不到家
了。

离开前，民警建议小王做一张
紧急联系小卡片，让妻子随身携
带，万一再次走失，也可以及时联
系到家人。

（徐有弟）

犯病短暂失忆找不到家

警民协作助女子回家

本报讯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
候就晕倒了，等我醒来，老公说是
医院保安、过路好心人将我抬到急
诊室，这才转危为安，真得非常感
谢他们。”近日，来自河南的患者张
女士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心里却倍
感温暖。

时间回到 1月 8日上午 10时 40
分许，张女士由于突发性腹痛 3小
时，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市第二人
民医院做检查。等车子在停车场停
好后，丈夫急忙跑向急诊大厅，向
医护人员借轮椅，而此时，张女士

正试着缓缓下车。
就在张女士站在花坛旁等待丈

夫来接时，腹痛明显加重，突然瘫
软倒地。

正在附近巡逻的保安许明财见
状立即跑上去，一边用自己左手垫
在她的头部下方，右手轻拍肩膀呼
唤；一边通过对讲机将此情况汇报
给同事，请求支援。

“当时她的情况很不好，双眼紧
闭，脸色惨白，怎么喊也喊不醒。
于是我呼叫了同事送推车来，不到1
分钟就把她送到了急诊科。”许明财

回忆道。
送入急诊科后，医护人员立即

为张女士进行输液，并安排了 B超
检查。“B超结果显示宫外孕，我们
立即通知妇产科医生，安排人流手
术，在手术过程中出现 2000毫升的
内出血，情况非常紧张，如果不及
时送医，可能会危及生命。”市第
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应文晨说
道。

目前，张女士已成功完成人流
手术，身体也慢慢恢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及时出手

相助的保安许明财今年 55岁，来自
龙溪大密溪村，在医院工作 1年多。
面对大家的点赞，他觉得只是举手
之劳，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医院对安保人员
急救技能培训的重视。

另悉，市第二人民医院不定期
对“警保联防”的保安进行急救技
能培训，当医护人员未到现场时，
保安需做到“一分钟接警、三分钟
到场、五分钟处理”，为病人赢得抢
救时间。

（张莺莺 郑涛 李婷婷）

宫外孕女子医院停车场突然晕倒

保安及时援手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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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3日上午，在坎门

街道黄门村的高文果园，一箱箱葡
萄柚整装待发，准备发往各地。“浙
江天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订购了350
箱、浙江长宏机电有限公司订了100
箱、浙江中兴减震器制造有限公司
100箱……”看着最后一批葡萄柚顺
利装箱运出，果园负责人陈高文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

而就在几天前，陈高文还在为
葡萄柚滞销发愁。

今年陈高文种植了百来亩葡萄
柚，好不容易“熬”过了“利奇
马”台风，收获了2万余公斤的葡萄
柚，甜度也达到了 14度以上，收成
尚可。本以为是个丰收年，谁知销
售却遭遇“寒流”。在低价竞争的冲
击下，临近春节，果园里还有 5000
多公斤优质葡萄柚无人问津。“随着
种植技术的普及，市面上葡萄柚的
品类良莠不齐，同样高品质的葡萄
柚，今年价格还不到去年的一半，
成堆的果实放在家里没有销路。”陈
高文直叹气。

眼看着今年的收成就要“烂
尾”，陈高文到处找销路，并辗转联
系上了坎门乡贤联谊会。

在乡贤联谊会的“牵线搭桥”

下，不少联谊会的成员单位提出要
大批量采购葡萄柚，发给员工做春
节福利。据统计，坎门乡贤联谊会
成员单位义购了 1000 余箱，共计
5000多公斤，解了陈高文的燃眉之
急。

“高文果园种植的葡萄柚品质很

好，得知消息后，乡贤们非常热
心，希望能在回馈果农、回馈家乡
上出力，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坎
门街道党工委委员叶剑飞说。

“全靠乡贤鼎力相助，几家大企
业、单位都是上百箱的订购，我的
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陈高文说。

对于来年的葡萄柚种植，陈高
文心里也有了规划。“今后我依旧会
坚持水果的品质，充分发挥全程无
公害管理这一优势，进一步拓宽销
售渠道，把我家优质葡萄柚的品牌
打出去。”陈高文说。

（李敏敏/文 吴晓红/摄）

葡萄柚跌价滞销

乡贤义购助农增收

我集团将于 2020年 1月 14日 10时至 1月 31日 10时在玉环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平台，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网络竞价，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

二、交易对象：

愿在租金起始价及以上受让本次交易标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
法注册和有效存续的法人、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三、交易方式：
交易采用在线报价方式进行，报价不统一安排场所，报名资料审核

通过且交易保证金已支付的意向受让方，自行登录玉环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进行报价。

四、报名截止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至1月31日10时。即日起接受
咨询。意向受让方须按规定在线办理报名手续，并以注册用户本人名义
支付交易保证金。网上转账或直接银行柜台划款等方式（不接受现金或
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缴纳，须保证足额资金在报名截止前到账

（以网站载明的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五、其它：
联系人：鲍女士 联系方式：87222404
监督部门：玉环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系统服务咨询电话：15157107090 赖佳
玉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www.yhjyzx.com（进网址——产权交

易——国有产权交易，查看公告标的信息、注册操作和竞买操作）

拍租公告

序号

1
2

标的名称

玉环市水务集团大楼西面第 1—2间门面二年
租赁

玉环市水务集团大楼西面第3间门面二年租赁

起拍价

72000元
32400元

保证金

14400元
6480元 玉环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