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民声

201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责编 黄佩丽 校对 卢英

8530000

报料热线：

晚上难入眠 清晨常惊梦
搭
“顺风车”
发生事故
医疗费谁出？
律师：
骑车人应承担部分责任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日常
生活中，在城市道路上电动车载人的现象
十分普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近日，市民
胡女士就遇到了这样一件烦心事：7 月 28
日傍晚，她骑电动车顺路载同事赵女士回
家时发生交通事故，两人受伤不轻。为此，
赵女士还要求胡女士赔偿医疗费。
据胡女士介绍，7 月 28 日傍晚，她下班
后准备骑电动车回家时，
遇到了步行的同事
赵女士。
“因为我们两家离得不远，
她提出让
我带她一段。”胡女士称，出于好心，她便让
赵女士上了车。一路上，
两人有说有笑。
“就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路口转弯时，我
们与一辆也在转弯的汽车撞上了，当时我
们都摔在了地上。”胡女士称，在被送到医
院后，她被诊断为软组织挫伤，而同事的右
手骨折。经过协商，胡女士和驾驶汽车的
车主达成协议，双方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
责任。更让胡女士感到冤枉的是，前两天，
同事赵女士突然要求她承担治疗右手骨折
的医疗费用。
对此，胡女士表示不能理解：
“ 当时是
她自己要求搭程电动车的，怎么出了事还
要求我赔偿呢？”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咨询了浔城某律
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律师表示，汽车驾驶
员没有注意路面情况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
发生的一方面原因，而胡女士注意力不集
中且违反电动车限载一名 12 周岁以下未
成年人的规定，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另
一方面原因。
律师表示，胡女士骑电动车搭载同事
虽 然 是 属 善 意 行 为 ，但 具 有 安 全 注 意 义
务。
“ 考虑到其是善意行为，应酌情减轻责
任。”律师称，赵女士的医疗费应该由机动
车驾驶员、胡女士和自己三方承担。

市民
呼声
浔阳西路

残破三轮车
“趴窝”
人行道
本报讯（吕安琳）8 月 7 日，市民刘先生
致电浔阳晚报热线 8530000 反映，在浔阳
西路一处人行道上长期停放着一辆残破的
三轮车，影响了周边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
安全隐患。
刘先生说，他在散步时发现，在浔阳西
路原瞰江郡售楼部旁的人行道上，停放了
一辆十分残破的三轮车，车轮和前挡风玻
璃全部不见踪影，车身锈迹斑斑，严重影响
了该路段的整体环境，这辆车已经停放了
很长时间，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清理。

“僵尸车”停放幼儿园外
家长盼尽快移走
本报讯（吕安琳）近日，市民方女士致
电浔阳晚报热线 8530000 反映，她女儿正
在开发区一幼儿园内上学，近日发现幼儿
园围墙外停放了一辆“僵尸车”，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
方女士说，她女儿在开发区官牌夹小
区内的一家幼儿园上学，近期发现幼儿园
围墙外停放着一辆“僵尸车”，这辆车是一
辆小货车，车胎已经没有气了，车身蒙了一
层灰，显然停放了一段时间了，
“僵尸车”停
在幼儿园外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
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将车辆移走。
官牌夹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已了解该
情况，
将于近期进行综合整治。

工地施工噪音真是吵人
每年暑期都是旅游旺季，但对于
开宾馆的张老板来说，看着隔壁已经
施工半年多且还未完工的工地，却是
一脸的无奈。该工地早、晚加班施工
让周边居民和住店的游客“晚上难入
眠 、清 晨 常 惊 梦 ”，多 次与施工方交
涉，均未有答复也未能解决问题。暑
期的旅游热与门可罗雀的宾馆形成鲜
明的反差，让张老板有一个很大的心
理落差。

□ 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桃/文
顾伟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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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
承包宾馆遇施工干扰
来自河南的张先生于 2012 年承包了
庐山饮食公司的房子。今年，宾馆毗邻的
地方开始建设“文化艺术街区”。施工方
为了抢施工进度，有时候更是二十四小时
施工，打钻机、挖掘机、大型车辆，发出的
噪音震天响。宾馆经常遇到入住的客人
中途要求退房，或是订了几天的住一晚就
退房，
网上更是差评如潮。

张先生说，某单位老干部原本定于今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 日来宾馆疗养，但因
噪音取消订单，让他一次损失数万元。现
在的状况是客人进不来，员工留不住。
“承
租的宾馆租期为 9 年，现在已经过去近 6
年了，房租我们是一分不少地交。如今，
宾馆的经营状况几乎是陷入了瘫痪，现在
是欲哭无泪。”张先生说，只请求相关职能

部门加强监管，规范施工时间，在 20 时到
次日 6 时 30 分之间不要施工，让游客晚上
能好好休息，白天才有精力欣赏九江美丽
风景。
住在街区附近年近八旬的江婆婆对此
工地施工也有意见。她说，年纪大的人睡
眠质量不好，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忽然
被打钻机的响声吵醒，再也无法入睡。

现场：
多种机器设备施工
8 月 7 日，浔阳晚报记者来到现场看
到，施工工地与周边的商户和居民住房相
距最近的仅 2 米左右，建设工程区域长约
200 米，
一些较有特色的街区建筑也已初具
雏形。浔阳晚报记者开车去现场时，被几
辆大型工程车堵了几分钟。工地上同时还
有多辆大型车辆来回穿行。浔阳晚报记者

数了一下，有一辆打钻车、一辆铲车、一辆
挖掘车正在施工。因牯岭街下的地质结构
比较特殊，
打钻机发出的声响特别刺耳。
街区建设的建筑物上，许多工人正忙
碌地工作着，切割机、拆装木板等施工声
音，在狭窄的区域内，给人的听觉并不是
特别舒服，可与打钻机声响比起来悦耳多

了。旁边有位陈姓居民说，这种混杂的噪
音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白天还好，噪音
声起可以出去转转，尽管时间较长，也慢
慢适应了。可是，有时晚上 12 点多都没结
束的意思。
“我半夜才入眠，早上本想多睡
会，可是，清晨四五点钟，施工噪音又响起
来。时间一长，真的让人受不了。”

回应：
尽量调整施工工序
在项目指挥部，工程建设方一相关负
责人胡先生这样回应：该工程系片区综合
改造项目，
目的是环境整治，
整体提升景区
景点文化品位，
建设单位为江西庐山嘉业旅
游文化投资公司。项目从今年 3 月开始施
工，
计划8月底主体工程完工。但前期经常
阴雨连绵，
影响整个工程进度。按照相关要
求，
项目进度赶前不赶后，
所以在近期天气

晴好时，
施工单位在加班加点赶工期。
胡先生告诉浔阳晚报记者，施工方为
江苏一家建筑集团公司，他们也是按照尽
量不扰民的原则，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每
天施工时间在5时至22时，
但是有些工序施
工过程中没办法停下来，
有时候加班到晚上
12 点。施工有些噪音对居民和商户及游客
肯定有影响，
建设单位及监理工作人员经常

性加强监管，
要求把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胡 先 生 说 ，整 个 工 程 建 筑 面 积 约
20000 平方米，从目前进度看，预计 9 月底
主体工程完成。后续工作产生的噪音相
对会很小，不会对周边居民和商户产生影
响。同时，建设单位将以书面形式要求施
工单位具体明确近期如何调整工序，监理
单位加强督促监管。

说法：
积极加强监管规范施工
有商户就项目工程施工扰民之事书
面向相关职能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还居
民、商户、游客一片宁静。庐山管理局执法
二大队陈队长告诉浔阳晚报记者，他们在
接到上级转来的此情况材料后，两次到现

场进行噪音监测，期间噪音分贝均在正常
数值之内。执法人员向产权单位与施工单
位下达了相关通知，
多次向施工方告知，
要
规范、文明、安全施工，不能在规定时间内
制造噪音，
如对市民生活环境产生影响，
先

给予教育并整改，
不到位再进行处罚。
陈队长介绍，
按照相关施工管理规定，
每天6时之后至22时之前施工，
由执法部门
加强噪音及不文明施工的监管；
6 时之前和
22时之后的施工，
则由住建部门来监管。

信华水世界 九江人家门口的水上乐园
快来享受嬉水的无限快乐
本报讯（朱守敏）炎炎夏日，酷暑难耐，
相对于野外水域游泳容易发生安全问题，
如有一处既能游泳纳凉又能休闲游乐的地
方将是市民不错的选择。日前，位于九江
市庐山南路旁的信华水世界游泳馆在经过
半年重装升级后，
现已对外开放。
近日，笔者走进全新装修的信华水世
界。目光所及之处，是大型室外泳池和一
些全新游乐设备。据工作人员介绍，相对
于之前简单的游泳，今年园区内增设了十
米皮筏滑梯，彩虹竞速滑梯水上大冲关，以
及针对儿童游玩的大型水寨设施，为周边
市民提供了更丰富的游乐体验。除此之

外，针对不同阶段的游泳者分别设置了浅
水区域及深水区域。浅水区水深 0.8-1.5
米，适合嬉水者和游泳初学者；深水区水深
1.5-2 米，设置了 5 个专业泳道，适合游泳
爱好者及专业人员训练游玩。此外，室内
大厅也进行了重新装修，更衣室设计了干
湿分离并增加了热水区域。大厅休息区安
装了空调，配备了水吧，餐饮及儿童游玩区
等。
信华水世界陈总表示，为了对游泳馆
的硬件、软件进行升级，他们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园区完全按照相关部门的
规定，在卫生方面，营业期间每隔两小时

将会对水质进行检测一次，按实际情况及
时对水质进行处理，确保细菌数、PH 值和
余氯含量符合卫生要求；每天更换池水，
对池水进行消毒杀菌处理。在安全方面，
备有必要的救护设施，定期对救生人员进
行救护培训及考核，对不符合标准的人员
坚决调离岗位。所有救生员、教练员全部
持证上岗。游泳馆还专门安排了安全巡
查员进行安全巡查，馆内也贴出了“严禁
喧哗”
“严禁潜水”
“严禁照相”
“严禁打
斗”等相关标语。同时，游泳馆内还贴心
地为市民配有创可贴、消炎、防暑降温等
常备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