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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8 高速崖城段常有村民天桥不走横穿高速路，记者蹲守——

5 分钟见 2 人走“捷径”
三亚市崖州区交安局：
管过收效甚微，将加强安全教育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 王
天宇）行人在高速路上穿行是非常危险的
事，极易引发伤亡事故。但三亚崖州区大
蛋村的村民在前往高速路对面时，往往为
了省事，
不去绕道走天桥，
而是擅自将高速
路两旁的防护网毁坏，从缺口处横穿高速
路，
给过往车辆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蹲守：5 分钟内就有 2 人横
穿高速路
近日，南国都市报记者接到货车司
机周先生反映，G98 高速三亚崖城段，
经常有附近村民横穿高速路，给过往车
辆带来安全隐患。对此，11 月 21 日上午
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 G98 高速崖
城互通至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段，是村民
居住比较密集的地段，可村民们无视安
全，横穿高速路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在 G98 高速大蛋村一侧，这里设有
“禁止攀爬、横穿高速”的警示牌，但记
者在此停留 5 分钟就有 2 人横穿高速路，
一位是腿脚灵便的青壮年，另一位是上

了年纪的老年人。记者询问老人是否知
道这一行为非常危险时，老人理直气壮
的说：“没事，我都是在没有车经过的时
候翻越过来，不会有事”
。
据了解，几乎每天都有村民无视安
全，横穿高速路。记者发现，在高速公
路护栏外已被走出了一条小路，而金属
护栏被村民翻越的地方也被磨得锃亮。

司机：路过这段高速路总是
提心吊胆
货车司机周先生因工作需要，经常
往来三亚与乐东之间，G98 高速崖城段
是他的必经之路。“由于这段高速路时常
有村民横穿，我每次行驶到这段时都非
常担心，不敢高速行驶，总担心旁边有
村民出现。我和同行们聊天时也听他们
说过这一状况。
”周先生说。
驾驶私家车从三亚崖州中心渔港高
速出口处下高速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行
人在高速公路行走的情况一直存在，近
段时间较少，但从未杜绝。“我们是从三

亚市区过来的，经常走这段高速。高速交
通管理人员也是经常开巡逻车进行巡查，
可没办法的，这边刚刚检查了，过不了五
分钟，人又跑上来了。”张先生无奈地说，
他们开车就怕这种情况，提心吊胆。
“村民安全意识太差了，这是在拿自
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司机们都纷纷表
示，这一现象确实十分危险，希望可以
提高安全意识，保证高速道路畅通。

原因：为抄近路，不远处的
天桥被“弃用”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为保障
高速路安全，道路两旁都设有护栏、铁
丝栅栏的，但村民为图方便，将部分栅
栏用木棍支起来，从而方便通过。殊不
知，村民们破坏铁丝栅栏已经违反了相
关法律。
其实，G98 高速通车后，为了方便
附近村民出行，修建了天桥。可大蛋村
的村民似乎对天桥并不“感冒”。天桥近
在咫尺，但村民们宁可抄近路横穿高速

部门：将加强沿线村民安全
教育
当天，记者将该行为反映给了三亚市
崖州区交通运输和安全生产监管局。
“针对
这一违法行为，我们不止一次进行宣传教
育，不但设置了警示牌，还安装了铁丝栅
栏。但一些村民不听教育，
仍然无视安全，
横穿高速路。
”
有关工作人员称，
针对此事，
他们将联合辖区居委会加强沿线村民的安
全教育。告知村民有关注意事项，积极引
导村民遵守交通法规，
不要横穿高速公路。
同时，该工作人员该提醒广大沿线
村民：横穿高速路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一旦造成交通事故，留给自己和家人是
永远都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为了自
己，为了家人，请大家遵守法规，不要
贪图一时的便捷，酿下惨剧。

定安一大巴冲上人行道
骑车老人被撞身亡

G98 高速六车追尾
车追尾
怪只怪车距过近

货车追尾前车将其顶至第一车底下 网(友供图
)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 （记者田春宇）
再着急，也要保持安全车距。11 月 25 日下午，
海口下雨，又逢周日，海南 G98 环岛高速车流
量大，就因未保持安全车距，连续发生两起追
尾事故导致六车连撞，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网友拍摄的现场视频显示，现场一共 6
辆车接连撞在一起，其中最后一辆车还钻到了
前车的车底。事故一度导致该路段车辆缓行。
据交警介绍，当天下午 15 时 05 分，在海南
G98 环岛高速 10 公里（南往北） 处发生两起三车
无人受伤事故，发生追撞的车辆总共 6 辆。交警
接到报警后及时赶到现场处置，并未造成交通
拥堵。初步判断引发事故的原因是车辆未保持
安全车距。交警部门提醒广大车主，驾车时务
必保持安全车距，以便发生突发状况可以有效
应对。

路，也不愿多走几步路。当记者问及为
何不走天桥时，村民都说嫌绕路走得
远；记者又问他们怕不怕出事，村民们
说就是想图个方便。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 （记者何慧
蓉） 11 月 24 日上午 10 点半左右，定安县见
龙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从仙沟开往
定城方向的大巴车冲向人行道，撞向一辆自
行车，导致骑自行车的一位老人当场身亡。
案发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当时有一辆
红色小轿车在路面上掉头，从仙沟往定城
方向开的大巴车可能是为了避让掉头的小
轿车，从而冲上人行道，撞上灯柱，也撞
到一个骑自行车经过的老人。据目击者提
供的视频来看，大巴车横在见龙大道的人
行道上，一辆自行车则被碾压在大巴车的
左侧前轮下，大巴车前挡风玻璃出现破
损。路边的灯柱被大巴车撞击后，倒在了
车轮下，现场一片狼藉。
记者从定安交警部门获悉，死者是定安
当地的一位老人。目前，肇事车辆已被扣
押，定安交警部门正在对事故原因做进一步
调查。

2018 海南昌江百米长卷大型书画活动昨启动
书画家激情挥墨，四大“国字号”公园美景跃然纸上

11 月 25 日，2018 海南昌江百米长卷大
型书画活动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启动。
来自省内的近百名书画家赴棋子湾国家海洋
公园、
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石碌铁矿国家矿
山公园以及海尾国家湿地公园等四大
“国字
号”
公园，
共绘山海黎乡大花园美景。
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文艳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此次活动邀请省
内近百名书画家分赴棋子湾国家海洋公园

主会场，以及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石碌铁
矿国家矿山公园、海尾国家湿地公园分会
场，运用水彩画、水粉画、水墨画、蜡笔画、书
法等多种表现形式，
让四大
“国字号”公园美
景跃然纸上。昌江将以一流的服务保障措
施，让大家在棋子湾国家海洋公园、霸王岭
国家森林公园、石碌铁矿国家矿山公园以及
海尾国家湿地公园等四大“国字号”公园画
出好作品、画出好心情。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关人士表
示，昌江是海南西部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
海南著名的旅游宝地，
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独特的自然美景，
为书画家的交流创作提供
了很好的基础。此次前往昌江四大“国字
号”公园进行创作，省文联的诸多书画家将
用笔墨交流，用真情记录海南之美，书写昌
江之韵。
昌 江 今 年 10 月 份 正 式 推 出 2018-

2019 海南昌江“冬登春赏”黄金旅游季系列
推广活动，旨在通过季节衔接的方式串联起
县域内特色的旅游资源，推动昌江形成“春
赏木棉红、夏品芒果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
王岭”的全季全域旅游格局。此次活动是
“冬登”系列的六大重要活动之一，
在未来两
个月，
昌江霸王岭山地定向越野运动业余体
验赛、中国昌江定向越野公开赛等活动还将
陆续在昌江举行。
（姚传伟 林朱辉 李德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