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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8 月 26 日，记
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9月 1日，我市
将开通财经大学至山西大学东山校区的
86路公交车。

86 路公交车由财经大学停保场（103
路电车总站）发车，途经坞城路、学府街、太
榆路、龙兴街、东峰路、南中环东街。

86路公交车沿途设站点 15个：财经大

学、司法学校、坞城路许坦西街口、山西大
学、学府街坞城路口、太榆路学府街口、太
榆路许坦东街口、火车南站、太榆路荣军北
街口、龙兴街太行路口、西峰村、郑村、南中

环东街东峰路口、山西大学东山校区南门、
山西大学东山校区。

这趟公交车首班车为6时30分、末班车为
20时，票价1元，成人刷卡5折，学生卡2.5折。

9月1日 我市开通86路公交车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
讯员 刘海君)5 岁男童跟随妈
妈送姐姐到中学报到时跑丢了，
幸亏遇到热心路人将孩子交给
交警。8月 25日，迎泽二大队五
中队民警根据男童提供的车牌
号，联系到了他的父母。

当天上午 10时许，一名热心
路人将一个 5岁男童领到南内环
桥东的交通安全教育点，交给了
五中队民警。热心路人说，他刚
刚在路边看到这个男孩独自哭
泣，请民警帮忙寻找孩子的父母。

民警安抚男孩，询问父母的
姓名及联系方式，没想到孩子说
不清家长信息，却说出了自家轿
车的颜色及车牌号。

民警根据车牌号上网查询，
找到了孩子父亲的电话。接到
民警的电话时，孩子的父母正心
急火燎地四处找人，很快赶到了
安全教育点。

孩子的父母说，孩子的母亲
当天带着小儿子，送女儿到 36中
报到，不知什么时候儿子就跑丢
了。

本报讯（记 者 张晋
峰 通讯员 刘海君）8月 26
日，交警支队消息，民航街将
于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封闭
改造，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
准备。

此次施工的路段是民航
街北砖井村至五大龙沟村
段。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
止一切车辆通行，车辆可经
乡镇道路绕行南中环东街、
东峰路。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未
按规定线路通行的超限货车被
高速交警五支队五大队民警发
现后，司机“演技爆棚”，现场倒
地装病，但最终还是露出马脚，
接受了处罚。8月 26日，高速交
警五支队通报了这起典型违法。

8 月 20 日 0 时 20 分，五大队
民警在沧榆高速公路巡逻时，发
现一辆超限运输车因制动抱死
骑跨着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停在
路边，而三角警示牌摆放在车后
不到 30米的地方。

因故障难以排除，且车辆体
积较大，存在隐患，民警随即通
知路政人员帮忙清障。

清障过程中，民警核查发
现，这辆车获批的超限运输路线
为陕西省境内高速，通行次数为
单次，而此次运输却是从河北出
发，运载重达 74吨大型货物去陕
西。也就是说，这辆超限车未按
规定路线行驶，属违法行为。

民警向司机王某指出违法
行为准备处罚时，王某突然浑身

“抽搐”倒在地上。民警检查确

认王某的呼吸、心跳都正常，并
发现他用手遮着面部，但却通过
指缝观察民警，由此判断王某是
在装病，企图逃避处罚。

与王某反复沟通未果，民警
呼叫指挥中心通知“120”医护人
员前来处置。一听救护车要来，
王某的病顿时好了，翻身坐起，
面带羞涩地接受了罚款 200 元、
记 6 分的处罚，并表示今后一定
按规定申报行驶路线。

本报讯（记者 辛欣）“就这
点儿小事，你说咱俩这是图啥！”
8月 25日，因装修噪音扰邻发生
口角，前一秒还绷着脸的两名当
事人，一走进长风西街司法所驻
长风派出所调解室，没等调解员
开口便相视一笑，破冰和解。

当天下午 3 时许，千峰南路
一小区业主冯先生在家午休时，
被邻居家一阵凿墙的电钻声吵
醒。他骂骂咧咧冲出门，指责邻

居家的装修工朱师傅扰民。
当时，朱师傅心里也窝着

火，他为避免装修噪音扰民，特
意在下午 3 时踩着点开工，不想
主家嫌他干活儿晚，言语间话中
带刺儿。

双方气都不顺，话不投机，
发生争吵，闹到了长风西街司法
所驻所调解室。

虽然一路上都绷着脸，但二
人走进调解室相对而坐，没等调

解员开口便不约而同“笑场”了。
“你说咱俩这是图啥！”冯先

生说，要没这档子事儿，自己在
家哪怕睡不着玩玩手机，也算没
有浪费难得的调休。朱师傅附
和说：“我回去还得给主家把活
儿赶完，这下起码耽误了两小
时。”

随后，调解员提出了装修时
邻里沟通的一些建议，当事双方
握手言和，结伴离去。

本报讯（记者 辛欣 通讯
员 赵蕾蕾）小区车棚里有一辆

“僵尸”山地自行车，年过六旬的
王某爱好骑行，便伺机偷偷骑走
了。8月 24日，违法人员王某被
文庙派出所行政拘留。

8 月 23 日下午 4 时许，上马
街居民卢先生准备骑车子外出
时，发现存放在小区车棚一年多
的山地自行车不见了。因平时
很少骑车子，他也不知道自行车
何时丢的，四处寻找无果，只好
报警求助。

文庙派出所巡逻二中队民
警展开调查，通过公共视频锁定
了一名可疑的老大爷，并顺藤摸

瓜掌握到对方与卢先生住在同
一个小区。第二天，民警将年过
六旬的嫌疑人王某传唤回派出
所。

经查，王某爱好骑行，平时
在车棚存取自己的单车时，注意
到角落里一辆山地自行车长时
间无人问津，便“惦记”上了。

前不久，他路过车棚，见周
围无人，忍不住凑上前捣鼓那辆
山地自行车，不想轻轻一推，车
锁居然松动掉落。随后，他把自
行车推回自己家藏匿起来。最
后，王某因盗窃被处以行政拘留
5天的治安处罚。

本报讯（记者 陈珊 通讯
员 张明珠）“请问邻居装修给
我家造成物品损失，我该怎么维
权？”“我想离婚，如何向法院起
诉？”……法律讲座还没开始，居
民就围着法官咨询起来。日前，
杏花岭区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
走进太铁佳苑小区，向怡安居物
业杏花岭分公司工作人员及社
区居民宣讲《民法典》相关知识，
给居民上了一堂精彩、实用的法
律知识课。

法官助理赵天春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从物权、婚姻家庭、侵权

责任、居住权等与居民切身利益
相关的内容入手，结合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深入浅出的讲解了民
间借贷、夫妻共同债务、保证合
同、邻里纠纷等法律法规知识。

众居民认真听讲，不时就自
己的疑惑提问，学习气氛十分活
跃。居民苏阿姨高兴地说：“在
小区里就能够听法律知识讲座，
还可以和法官面对面交流，真是
太好了！”

宣讲结束后，杏花岭区法院
干警还向物业人员、社区居民发
放了宣传手册。

本报讯（记者 薄鸿）8月 25
日，不少车主从中石化清徐城关
加油站领取了象征低碳环保的
绿丝带，成为“绿丝带环保志愿
服务队”的一员，向身边的人宣
传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减少能源
消耗和污染排放。

当天是全国低碳日，中石化
清徐分公司城关加油站与清徐
县生态环境局城区所共同开展
了“绿丝带环保志愿服务队”宣

传活动，鼓励开展绿色消费，引
导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推动全民节能。

志愿者向进站客户发放了
低碳节能宣传资料，普及了碳达
峰、碳中和相关知识，涵盖自然
环境保护、人类居住环境保护、
地球生物保护、低碳案例等方面
的内容。

同时，专业人员还现场讲解
了加油站油气回收整个过程，并

给参与车主佩戴“绿丝带”，每一
位感兴趣的车主都成为“绿丝带
环保志愿服务队”的宣传员，号
召大家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
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自觉践
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为宜业宜居宜身宜心的美丽城
市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8月25日，太原市迎泽公安分局桥东派出所组织辖区20余家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校
园安全培训。民警通过开展反诈宣传、应急演练等内容，进一步提升校园风险防范化
解能力和校园安全防控水平，共同建设平安校园。 记者 邓寅明 摄

9月1日至9月30日

民航街封闭改造

违法通行被查 司机倒地装病

骑走“僵尸”自行车
涉嫌盗窃被行拘

跟着妈妈送姐姐
五岁男童跑丢了

社区宣传《民法典》
实用知识受欢迎

没等调解员开口 双方就握手言和

车主佩戴“绿丝带” 倡导低碳新生活

从财大至山大东山校区 票价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