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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乘客赞成
地铁列车内禁止饮食

昨天记者上午9时至10时许，
先后乘坐地铁四号线和平门至行政
中心，地铁二号线行政中心至永宁
门实地探访，一个多小时的体验观
察发现，所乘坐地铁列车内没有见
到有乘客车内饮食的情况。采访两
位乘客他们对此表示“非常赞成”。
家在西安长安区居住的姜先生说：

“地铁列车内相对封闭，如果有乘客
在车内吃葱油饼、臭豆腐、韭菜包
子、榴莲等带有刺鼻味道的东西，整
个车厢里的气味会很难闻，多数乘
客会难以忍受。”

地铁列车内
饮食可能影响行车安全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从部分站务
员口中了解到，地铁内多数时间客
流较大，特别是人流量大的高峰时
段，部分乘客如果饮用类似咖啡、热
茶等汤汁飞溅出来，很可能烫伤其
他乘客、弄脏他人衣物，造成不必要

的纠纷。禁止乘客在地铁车辆内饮
食，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项重要
原因，即车厢内饮食丢弃的垃圾和
残渣一旦掉落于地铁轨道区内，可
能引发鼠害，造成控制和动力线缆
被咬断、短路，引发行车安全事故，
影响地铁正常运行。

记者注意到，西安各地铁站不
时通过车站广播，提醒乘客禁止在
地铁车辆内进行饮食，在车厢内众
多的提示标识中，禁止车内饮食的
警示标示清晰在目。

城市轨道交通条例
规定“车内禁止饮食”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西安首条
地铁——地铁二号线开通之前，省
人大审议通过的《西安城市轨道交
通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就明确规
定了乘客禁止在地铁内饮食。几年
来通过不断地宣传引导，目前绝大
多数乘客都知晓和严格遵守这一规
定，文明乘车。早先上班族乘车吃
早餐的情况偶有发生，随着这一规
定的深入，目前这种情况已较为少

见，即使个别乘客有这种行为，周边
乘客也会善意提醒。

记者采访了解到，经省人大常
委会去年11月表决通过，并于今年
3月1日实施修订后的《西安市城市
交通轨道交通条例》中继续明确规
定，地铁内禁止饮食，对影响城市轨
道交通公共场所、环境卫生和妨碍
他人乘车行为的，可由城市轨道交
通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20元
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发现车内饮食
执法人员会进行劝导

记者采访相关部门了解到，地
铁部门相关执法巡查人员通常情
况下，发现有乘客在地铁车内饮食
的情况，通常会先进行善意的劝
导，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多数乘客
都能自觉停止行为，主动配合。对
于执意不听劝导的乘客，会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处理，近年来因车内饮
食被开罚单的乘客非常少，从这一
点说明乘客乘车素质的稳步提
升。 本报记者 张彦刚

挨家挨户送“功勋家人”证书，
持有该凭证，就可享受免费旅游、
体检等福利。受骗的老人说，姓赵
的女子，不仅嘴巴甜，态度也很好，
家里遇到什么事，只要跟她说好像
都能解决。赵某与阎良 32位七旬
老人相处两年，用一张“功勋家人”
证书，骗走每人 1万元，共计 32万
元现金。

通过小恩小惠
与老人拉关系

昨天，三秦都市报记者从阎良
警方了解到，自2015年5月开始，犯
罪嫌疑人赵某在阎良区曲湾商贸街
某公司阎良服务中心，经营保健类
食品、药品。

为了提升销售业绩、获取高额
利润，赵某通过免费发放鸡蛋、体
检、组织低价旅游等方式，吸引老年
人的目光。办案民警介绍称，赵某
开始只是通过这种小恩小惠的方
式，与老人拉近关系。短时间内，其
服务中心就吸引了大量老年人，领
取免费鸡蛋、参加免费体检和低价
旅游。“但这样的经营模式，并不能
很快得到收益，一些老人甚至只是
领了免费鸡蛋等物品后，就离开
了。”办案民警说，为了骗走老人口
袋里的钱，赵某在建立了信任关系
后，又使出新招。

虚构“功勋家人”项目
骗取“会费”

2016年，为了赚取高额利润，犯
罪嫌疑人赵某想了一个办法：利用
她公司现有的影响力，虚构一个“功

勋家人”的项目，参加该项目必须先
缴纳1万元的入会费，成为会员后可
得到“功勋家人”证书，得到免费旅
游、体检以及超低折扣的保健品购
买权。项目有效期1年，到期后全额
返还会费。

同年 8月，赵某开始在老人中
间大力宣传“功勋家人”项目，短短
一周时间，便有18位老人缴纳会费
入会，赵某成功骗取现金 18万元。
2017年8月，约定的1年入会期到期
后，赵某却无力向这18位入会老人
返还会费。

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赵
某故技重施，又骗取了16位老人的
信任，骗得现金16万元。期间，有两
位老人一直在找赵某要“会费”，赵
某在向两位老人偿还2万元现金后，
又将剩下的 14万元装入自己的腰

包。至此，犯罪嫌疑人赵某共计骗
取32位老人现金32万元。

所骗赃款被挥霍一空

今年5月14日，公安阎良分局
成功将涉嫌诈骗的 34岁犯罪嫌疑
人赵某抓获，并依法刑事拘留。据
了解，赵某家就在阎良，但在民警将
赵某抓获时，其骗取的32万元现金
已被全部挥霍。

警方提示，老年人在购买保健
品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免费送鸡
蛋、免费体检、低价旅游等手段，
都是一些不法商家吸引老年人目
光、骗取老年人信任的拙劣手段，
切勿轻信入会送旅游、送体检等虚
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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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葛兰

本报讯（记者葛兰）5月
16日0点30分左右，在西安朱
宏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
女子在返回住处途中，被一辆
渣土车撞上后，倒在车轮下当
场身亡。

昨天上午，有网友在微博
上发布消息称，“朱宏路鸵鸟
王大厦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一名女子被一辆渣土车碾
轧死亡，现场还有一辆出租
车，事故原因不详。”

记者从目击者拍摄的视
频中看到，事发地点位于一个
路口，一名年轻女子躺在位于
中间车道的渣土车后一动不
动，地上有血迹。除渣土车
外，还有一辆出租车停在渣土
车左侧。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事发
现场时，事故车辆均已离开。

“人当场就不行了，120都没
来，太可惜了。被撞女子从体
貌特征看，还比较年轻。”附近

一酒店保安告诉记者，车祸发
生后，肇事的渣土车司机下车
一看，也被吓坏了。

昨天下午，记者从相关
部门了解到，事故中不幸身
亡的女子，是视频中这辆出
租车上的乘客，年龄在 20多
岁，外地人，刚来西安时间
不长。当时她乘坐这辆出
租车返回住处。沿朱宏路
由南向北行驶至方新路丁
字路时，碰巧是红灯，出租
车在最左侧车道停车等待，
这时并排驶来一辆渣土车，
也停下来等待红灯。绿灯
亮起，出租车启动时，并排停
着的渣土车也启动了，但坐
在出租车内的女子却打开车
门下车，倒在了渣土车车轮
下。女子为何会在出租车启
动时推门下车？目前，出租
车司机、渣土车司机已被警
方带走，事故具体原因还在
调查中。

本报讯（记者宋雨实习生
杜豆叶璐）昨天上午，西安公
安临潼分局户政大厅收到一
份特殊的礼物——一位高位
截瘫男子手写的 3页纸的感
谢信，“向人民警察致敬、学
习”。

事情从 5 月 14 日上午
说起：56岁的西安市民赵先
生来到户政大厅办身份
证。他曾在 18年前遭遇交
通事故，导致高位截瘫，生
活不能自理，常年住在临潼
一家疗养院。

今年5月初，赵先生在办
理银行卡时，被告知自己的身
份证快到期了，需要重新办
理。“我户籍所在地在西安新
城区，这里离临潼区甚远，坐
轮椅极不方便。”昨天，赵先生

告诉三秦都市报记者，当天他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临
潼警方，“民警在电话里告诉
我，可以办。”

更让赵先生感动的是，当
时已是吃午饭时间，民警放弃
吃饭，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

“我坐在轮椅上，两位民警抬
起轮椅进了户籍室。有人给
我整理衣服，有人替我填写表
格，跑前跑后帮忙张罗，还给
我办了临时身份证。”拍摄身
份证照片时，民警们又将赵先
生抬入照相室。

“为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对
人民群众的热情关爱点赞！”
赵先生说，他希望用这封感
谢信，将自己的故事记录下
来，表达对人民警察的“鱼
水”深情。

本报商洛讯（程婷 记者
闫鹏飞）近年来，柞水县人民
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在家事审
判中尝试推行“冷静期”制度，
发出多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

鲁某因无法忍受丈夫周
某酗酒后打人的恶习，向柞
水县人民法院起诉与其丈夫
离婚，家事法庭的法官依法
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其家人进
行调解。通过和当事人及其
亲属的交谈，法官了解到，鲁
某和周某 2006年相识，随后
自由恋爱结婚，双方将家安
在柞水。婚后生育两孩子，
现鲁某在营盘娘家办农家
乐，而周某在外地上班，每年
只在家里待四五个月，小日
子过得挺好的。在平时生活
中，周某其他方面都很好，唯
独就是喝酒后酒品不好，每
次喝完酒，就对鲁某动手，让
鲁某在娘家门口很没有面
子，并给鲁某身心造成严重

的伤害，为此鲁某不想和周
某继续生活了。

在调解过程中，周某坚
决不同意离婚，并真诚地向
鲁某道歉，陈述是因为酒精
麻醉了自己的大脑，做了一
些自己都控制不了的事情，
同时流泪忏悔，并保证今后
滴酒不沾。根据对本案情
况的了解，法官认为，双方
感情尚在，夫妻感情并未完
全破裂，属“危机型婚姻”。
鲁某申请离婚掺杂很大的
冲动等非理性因素，于是作
出给予双方当事人一个月
冷静期的决定，并要求周某
当庭写下书面承诺书，并对
周某进行教育和劝导，希望
周某以后不要喝酒，好好教
育两个孩子，并希望周某在
冷静期间，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的同时，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
径劝解鲁某，得到鲁某的谅
解，双方将婚姻继续下去。

地铁内不饮食
已成西安市民习惯

国内多所城市已明确禁止乘客在地铁列车内饮食。5月15日北京市交通委公布规定，地
铁内饮食等5种不文明乘车行为将明确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明确地铁内禁止饮食。记者
5月16日采访西安地铁发现，地铁内禁止饮食早已在西安实施，绝大多数市民乘客对此赞同，
并能自觉遵守。

小恩小惠拉关系 虚构项目骗“会费”

32位老人被骗32万元

赵某用来骗人的“功勋家人”证书

女子凌晨回家途中被撞身亡
事发朱宏路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瘫痪男子办身份证
民警抬轮椅进户籍室

遏制冲动离婚
家事法庭给予“冷静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