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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厦门高速交警
获悉，国庆黄金周前 6天，辖区进
出口总车流量达 164.
4502万辆
次，
10月 1日当天更达 30.
4350
万辆次。与去年同期相比，
每天总
车流量均增长上万辆次。厦门高
速交警在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的同时，查处了多起超员、酒驾等
交通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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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4日上午，厦门高速交
警民警在辖区杏林收费站例行检
查时，发现一辆黑色中型面包车
形迹可疑，该车快速进入收费站
内广场，在即将进入收费票道时
又突然减速，好像有意避开民警
检查所站的票道。民警随即跑上
前，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进一
步检查。
经查，该车为旅游客运车辆，
核载 19人，实载 23人，超员 4
人，
超员达 20%以上。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执勤民警依

法给予罚款 200元、
记 12分的处
罚。据了解，
车上所载乘客全为漳
浦来厦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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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4日 15时许，当厦门
高速交警支队一大队二中队民警
巡逻至沈海高速杏林往同安路段
时，发现应急车道有一老人在逆
向行走。执勤民警马上将警车停
靠应急车道，并拉响警报警示过
往车辆注意避让。
老人言语表达混乱，只表示
要去北方办事。民警劝老人不妨
乘坐警车先下高速路，再想办法。
但倔强的老人不肯坐车，在另外
一组增援警力的帮助下，众人合
力将该老人安全带离高速公路，
并为其送上矿泉水和面包。
老人吃饱喝足后，表示要回
家了，
往杏林城区方向走去。但 1
小时过后，这位老人又从杏林高
速收费站准备上高速公路，所幸
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并联合高速
收费站工作人员，又将其劝了下
来。最后，
民警联系其家人将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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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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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4日 9时 35分，驾驶
人洪某开车朝沈海高速翔安收费
站行驶，其呼气酒精含量为
66mg/
100ml
，达到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标准。
经询问得知，
10月 3日 晚，

洪某和老丈人喝了多瓶啤酒，过
后觉得精神状态不错，就开车上
路，
没想到被交警查处。
过了 25分钟，驾驶人张某也
开车来到沈海高速翔安收费站，
其
呼气酒精含量为 36mg/100ml
，
涉嫌酒驾。据张某供述，
10月 3
日晚，他因公司有接待，喝了不少
51621278
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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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p记者从厦门市交警支队
获悉，
10月 1日至 6日每日 9时
至 20时期间，
全市共查处违反单
双号限行交通违法行为 7332起，
以厦门籍车辆居多。当事人将面
临罚款 200元、
记 3分的处罚。
据悉，
10月 1日至 6日每日
9时至 20时，交警对思明区思明
北路、思明南路、演武路等 11条
路段实施分路段、分时段、分车型
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有部
分驾驶人依然违反限行规定开车
上路。根据违法地点统计，
查处数
前 3名路段依次为成功大道、演
武路、鹭江道，分别查处 6461
起、
482起、
373起；根据车籍地
统计，厦门本地车 3497起、本省
其 他 地 市 2338起 、 外 省 车 辆
516212;8
1497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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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黄金周，大美海沧迎来
了旅游高峰，除了美丽风光吸引
人们的目光之外，坚守一线的志
愿者也赢得了市民、游客的盛
赞，他们成为假期里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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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海沧两岸义工联
盟的志愿者出现在多个景区，他
们微笑服务，洋溢的是热情，收
获的是赞叹。而在大屏山公园、
厦门儿童公园、嵩屿码头、青礁
慈济东宫等景点，都可见到义务
交警的飒爽英姿，他们顶着烈日
维持交通秩序，
倡导文明出行。
在海沧湾畔，游客从四面八
方会聚而来，只为一睹岸线迷人
的风光。人群中总是能见到点点
“橙光”，他们便是吉红海上义
务救援队的队员们。身着橙色 T

恤的队员们手持望远镜和对讲
机，
守护着海上安全。
“国庆节期
间，海边的人流量大，每天我们
有 近 20名 队 员 守 护 在 海 岸 一
线。”吉红海上义务救援队大队
长柯吉红告诉记者。
而在石室禅院，义工们倡导
文明旅游，让这一观念深入人
心。“国庆节我们开展了文明旅
游宣导活动，从出行、环保等方
面入手，相比往年，我们欣喜地
看到市民游客的文明意识进一
步提升了。”石室禅院慈善义工
团副团长陈盈表示。
沿着蔡尖尾山登山步道拾
级而上，情系未来义工服务中心
的亲子义工一路捡拾垃圾，并不
时向登山的行人宣传“垃圾不落
地”……在海沧各地，志愿服务
已成为一种时尚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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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味、有底蕴、有文明、有
生态，这是今年国庆黄金周海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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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几个“关键词”。作为跨岛发
展排头兵的海沧，
凭借高素质、
高
颜值，
迅速虏获了不少“粉丝”。
“我要给海沧的文明和谐点
个赞。”这是不少游客对海沧最
直观的感受，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语，承载了他们对文明旅游的向
往、
对志愿者的致敬。
“我 们 带 着 孩 子 在 海 边 挖
沙，救援队的队员们会过来提醒
我们注意安全，听说他们都是义

务的，
值得敬佩！”长沙游客陈玲
告诉记者，海沧居民的文明素养
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流连在海沧的魅力风情中，
四川游客张小菲决定再多待数
日。
“在海沧，
你会在细微之处见
文明，这里‘垃圾不落地’，斑马
线前司机会自觉礼让行人，你会
爱上这个地方，而这都是源于这
座城区的文明底色。”张小菲说。
9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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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跳舞转圈、单膝下跪
求婚 、背新 娘 敲 锣 …… 10月 1
日，在厦门市工人体育馆，
92对
新人踏上了幸福的红地毯，共同
度过了一次难忘的集体婚礼。
第十二届新厦门人集体婚典
现场，身着中国风礼服，行三拜
礼，在众多观礼者的见证下，
92
对新人完成了婚礼仪式。
在这些新人中，最特别的莫
过 于王 小溪 和 欧 君 浩 这 对 跨 国
夫妻。王小溪是厦门大学的一名
老师，在智利学习时认识了欧君
浩。欧君浩是智利人，待王小溪
学习结束后，欧君浩便随王小溪
一起来到中国，目前在厦门大学
学习中文。“有这么多人一起为
我们见证，很有意义。”王小溪说
道。
据了解，此次参与集体婚礼
的新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在年复
一年的打拼奋斗中融入了厦门，
成为了“新厦门人”。厦门市总工
会作为职工的“娘家人”，牵头举
办集体婚典已成为新传统。本届
集体婚典，厦门市总工会会同厦
门晚报社、厦门心奕视觉文化有
限公司、福建中影票务通商务有
限公司等热心公益的企业为新人
提供了多项服务。 516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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