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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西塔高速公路城中区城南出口处西塔高速公路城中区城南出口处，，一辆依维柯牌面包车从时代大道由南向西左转进一辆依维柯牌面包车从时代大道由南向西左转进
入高速入口时入高速入口时，，由于该车驾驶人注意力不集中由于该车驾驶人注意力不集中，，导致车辆与道路中心隔离墩发生碰撞后侧翻导致车辆与道路中心隔离墩发生碰撞后侧翻，，侧侧
翻后的依维柯又与由西向东从西塔高速公路南川工业园区匝道口正常驶出的一辆日产牌小型翻后的依维柯又与由西向东从西塔高速公路南川工业园区匝道口正常驶出的一辆日产牌小型
SUVSUV发生相撞发生相撞，，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受损的交通事故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受损的交通事故，，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经青海高速交经青海高速交
警支队四大队交警现场勘查警支队四大队交警现场勘查，，认定是因依维柯面包车驾驶人分心导致了本次事故认定是因依维柯面包车驾驶人分心导致了本次事故，，依维柯面包依维柯面包
车驾驶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车驾驶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微友 面朝大海qh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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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参考出行参考

昨日，记者从省公路网运行监测与
应急处置中心获悉，省内多条道路施工，
半幅通行。由于天气寒冷，为防油路上
冻，请过往车辆使用抗低温标号柴油。
在行驶中遇有积雪结冰路段，请过往车
辆使用防滑链减速慢行。

G109 国道京拉线 1981 公里 600 米
至1989公里（新墩十字至王家庄）段实施
保通封闭施工，便道通行；2577 公里至
2583公里（诺木洪）路段路面连续车辙，
已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注意行车安全。
G227国道张孟线1097公里800米（班玛
县城）因河水冲刷，路基冲毁，禁止一切
车辆通行。G338 国道海天线 180 公里
400米（麻当村仙米水库）处由于冬季河
道淤冰，造成河水上路，由于夜间温度较
低，路面易结冰，注意行车安全。G345
启那线1公里270米（歇武）由于山体渗
水，路面结冰，注意行车安。S102西宁绕
城环线 182 公里 500 米（红崖山隧道）因
隧道内渗水，导致隧道内大面积路面结
冰，由施工单位进行处置，请过往车辆减
速慢行，注意避让。S306省道官哈线平
安至赛尔龙段，17 公里 830 米（下多巴
桥）存在安全隐患，限载20吨，限速5公
里每小时。S313 省道称曲线 104 公里
200米(巴干乡）处涎流冰上路，约有20米
路面结冰，路面湿滑，请过往车辆减速慢
行，注意行车安全。Z001632521青海湖
旅游专线 2191 公里至 2225 公里 385 米
（橡皮山至大水桥）路段风吹雪严重，部
分路段有积雪积冰，目前交警部门已对
该路段进行单向临时交通管制，请倒淌
河前往茶卡车辆绕行 G6 京藏高速或
G109线。 记者 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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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气温低，洗完车后会出现车窗、车门被

冻住的情况，遇到这类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玻璃水被冻住怎么办？
不要再进行喷水操作，否则会损坏喷水电

机。如果阳光较好，可以将车开到太阳底下，打
开前盖子晒晒太阳只要玻璃水冻的不厉害过一
段时间就会化开。如果此方法不奏效可以在玻
璃水水箱里加一些温水，待玻璃水化开后要尽快
放干水箱里的玻璃水以免再次被冻。

预防措施:玻璃水是有结冰点的，分夏季和
冬季两种，记得及时更换冬季玻璃水。

●雨刮器冻住怎么办？
雨刮被冻住后，千万不要用力去掰或用热水

浇，不然雨刮器会出现变形玻璃容易开裂。正确
的方法是热车后开启空调暖风，将风向调整到吹

前风挡玻璃位置，数分钟后雨刮器便可解冻。
预防措施:停车后将雨刮器抬起,或者在雨

刮器与前风挡玻璃之间垫上毛巾，可以有效地避
免雨刮器冻在前风挡玻璃上。

●车窗、风挡玻璃被冻住怎么办？
先热车，然后把车身及玻璃上的积雪铲掉，

铲积雪的这段时间差不多发动机也热了。这时
进入车内，开启暖风，设置吹前风挡玻璃模式，开
启后风挡玻璃加热，几分钟之后冰雪就会融化。

预防措施：1、停车后用毛巾垫在前风挡玻璃
和雨刷器之间。2、停车后开车窗车门降低车内
温度，等车内温度降下来之后再关闭，有效减少
早晨开车时车窗及
风挡玻璃的结冰现
象。 记者 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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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益竹

微信号：111365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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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交通关注交通

近期，晚报交通热线接到市民来电，反映
一些绿道的自行车租赁点放置了很多没有启
用的新自行车，这些自行车因缺少管护，每天
被风吹日晒，市民感到十分心疼。

市民张先生说，他是骑行爱好者，每天都
会骑自行车从文汇桥一路往东骑行。大约两
个月前，他发现在文汇桥、鲁青公园等几个自
行车租赁点的车桩旁边，几十辆崭新的自行车
被固定在一起、堆放在道路的一侧。这些自行
车自从被“绑定”后就再也没有挪动过，无论
是刮风天还是下雪天它们都这样露天闲置着，
到现在所有自行车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个

别自行车都有生锈的迹象了。大家对此现象感
到不解，管理部门为什么要将这么多用不着的自
行车随意地放在这里？既然不启用就应该将它
们放到室内去，或者放一个防尘罩之类的东西，
否则再过一段时间新车都变成了旧车！

接反映后，记者于18日下午来到文汇桥自
行车租赁点处，看到市民反映属实。在充电桩
东侧的道路旁边，很多自行车被固定放置在一
起，记者数了一下，一共是100辆。看得出来这
些自行车有的是崭新的、有的是八成新的，由
于缺少管护显得有些旧了，座椅上落满了尘
土。一旁的自行车桩一共有20个点位，可以正

常存放20辆自行车。
就此，记者采访了市公共自行车管理服

务中心的金主任。金主任告诉记者，由于冬
季绿道的骑行量减少，自行车的需求量降低，
所以她们就将不上桩的自行车集中起来放在
文汇桥、鲁青公园等几个自行车租赁点的旁
边，待天气暖和起来后再分散到各个租赁点
上。对于市民提出的自行车缺少管护问题她
们会重视起来，马上采取防尘防锈措施保证
自行车不受损
坏。

记者 楚楚

近日，有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相
关部门在1月10日前就发了西互一级公
路封闭施工的通告。通告中指出，此次封
闭 施 工 路 段 是 西 互 一 级 公 路 K0 +
000-K5+300段路段，G6京藏高速韵家口
互通（西宁方向往韵家口出口匝道、韵家
口往兰州方向入口匝道、兰州方向往韵家
口出口匝道、韵家口往西宁方向入口匝
道）需要进行双向全封闭施工。双向全封
闭施工期间，往返西宁至互助的车辆可由
大湟平公路、平互大公路、S102 省道、
X242县道行驶。虽然通告中说明了西宁
至互助的行驶线路有四条，但不少车辆只
知道西宁至互助的老路（西线）这一条道
路。这条路比较窄，路两侧村庄多，来往
车辆也多，其中还有不少大型货车、客运
班车等，因此会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的情
况。市民想通过热线了解，通告中所说的
四条西宁至互助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如
果能绕开西宁至互助的老路（西线）行驶，
也会减少该路段的交通拥堵。

就此，记者联系到了青海省西宁高等
级公路路政执法支队路政科及西互一级
公路施工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据介绍，
这四条道路的具体位置为：

大湟平公路：即大通－湟源－平安的
公路。从城北区小桥大街与门源路交叉
口往大通县方向走宁张公路（G227 国
道），到大通县长宁镇新桥村右转沿新陈
路、西宁环城公路到互助县城。

平互大公路：即平安－互助－大通的
公路。从西宁沿这条道路到互助，需从平
安经红崖子沟、五十、丹麻到达互助县城。

S102省道：即西宁至互助西线道路。
X242县道：即西宁至互助的东线道

路，从韵家口镇付家寨路沿朱家庄村道路
行驶。 记者 晓峰

近日，大通县交警大队成功查获多
起无证驾驶机动车的严重违法行为。

11 日，大通县交警大队指挥中心收
到群众举报称，大通县城关镇的马某才有
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希望交警部
门依法查处。接警后，大通县交警大队立
即采取行动，摸清马某才的行动轨迹，终
于在城关镇通往西海镇的路上，对马某才
驾驶的车辆进行拦截，马某才神色慌张，
表示无法提供有效证件，交警依法查扣其
驾驶的机动车。经过询问，马某才对其无
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经过
交警进一步查询得知，马某才17岁时，就
因无证驾驶机动车在甘肃被查处后处罚
过，他不但不吸取教训，依然违法驾驶机
动车，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12 日，大通县交警大队指挥中心收
到一条预警信息称，大湟公路有人无证
驾驶一辆面包车，接警后，交警立即将无
证驾驶人苏生某查获……在这些查获的
8 名无证驾驶人中，他们年龄最小的 21
岁，最大的59岁。

据大通县交警大队交警分析，很多
农村人宁愿无证驾驶也不愿意去考驾
照，原因是考驾照需要交学费，还要参加
好几轮考试，耗时耗力不划算，再加上乡
村道路管理松懈，因而就无证驾驶。

大通县交警大队依法将涉嫌违规车
辆暂扣，对无证驾驶人马某才等分别处
以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记者 曙光

近日，有市民致电晚报热线反
映，城西区文汇路东侧人行道中间
建了一间银行的 ATM 取款屋，影
响了市民的正常出行，希望记者予
以关注。

王先生说，这间 ATM 取款屋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仅挡路还把
人行道和盲道直接给阻断了，行人
经过这里，只能从旁边的停车场内
穿行，很容易被进进出出的车辆剐
蹭到。

接到市民反映后，18 日记者
来到现场进行查看。看到在文汇
路东侧的人行道中间的确有一间
银行的 ATM 取款屋，取款屋被分
为两间，一间是 ATM 取款屋，另
一间是环卫工人休息室。这间取

款屋设置在人行道正中央的位
置，阻断了人行道和盲道。被取
款屋阻断的人行道两侧分别是停
车场和实施了硬隔离的绿化带。
由于人行道无法正常通行，行人
只能从停车场内过，而停车场内
常常是车来车往，行人只能左躲
右闪。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至城西
区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说，这间
ATM取款屋是前段时间修建地下
通道时挪过来的，他们已经派人去
现场看过，的确占用了人行道和盲
道，接下来他们会和银行进行沟
通，将该取款屋迁移至别的地方，
让路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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