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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
有人认为酒后驾驶摩托车不

算酒后驾驶，只有驾驶汽车才算，
实际上，二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
机动车，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
托车一样要受到相应处罚。

●搭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
在自己远离“酒驾”的同时，

不仅要对饮酒后驾车的同伴及时
劝阻，更不能为图方便、顾面子搭
乘“酒驾”车辆，否则，自己也要承
担相应责任。

●马路以外地点酒驾没事
在小区院内、马路牙上方等

马路以外的地点饮酒驾驶行进，
经过测验调查后若达到酒驾或醉
驾标准，交警也会按相关法规条
例统一处理。

●多喝水能稀释酒精含量
通过喝水想让酒精含量降下

来是徒劳的。民警使用的酒精检
测仪，检测的其实是来自肺部的
气体。司机喝水不但无法冲淡酒
精含量，反而会使酒精含量上升。

●隔夜酒不属于酒驾
很多人中午过量饮酒后下午

虽然没开车但夜间开车，或是晚
上饮酒当晚没开车，次日早上开
车，不能就此认为平安无事。因
血液中仍然含有大量酒精，还是
有可能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

●自己酒量大喝一点不碍事
酒量的好坏和血液酒精浓度

没有必然关系。酒量大的人饮酒
后即便神志清醒，血液中酒精含
量也可能达到酒驾标准。

□记者 房琳 通讯员 闾斌 实习生 杜汶昊

宿舍楼长期陷“水荒”
学生们叫苦不迭
三门峡一高校的学生“洗衣服需熬夜，
接水像打仗，有时早上不洗脸去上课”

那么，宿舍楼供水存在
问题的情况，学校是否知道
呢？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小王说，自己和同学们
忍受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
但是今年开学两个多月了高
层还是一直断水。大家经常
给学校反映这个问题，校长
信箱、问题反映信箱都投过
信了，小王说：“老师、宿管
阿姨都知道这个情况，学校
也派人来检修过，可这些人
每次来只是看一下，说一句

‘水压不足’，然后就走了”。
小王的话，记者在宿管阿姨
和一名老师那里得到了证
实。

当天，大河报记者又来
到该校总务处询问情况。一
位男性工作人员同样表示，
该宿舍楼高层供水不足已有
同学多次反映，“它那里就是
水压低，楼层高一点根本上
不去。”

记者问“学校对此有啥

解决办法”时，对方提供了一
维修人员的联系方式，称“找
他们修就行了”。之后，记者
按照其提供的号码拨打过
去，对方称确实是学校的水
电维修人员，并表示当天下
午就过去查看。然而之后记
者与小王联系时，小王称对
方过来后只检查了一下，说
是“水压不足”就走了，并没
有做其它的工作。

当晚9时，小王再次给
记者发来一段视频显示，很
多学生正拿着水壶接水，画
面中大家排起长龙，但此时
水龙头已经不再出水了。“现
在5楼也没水了，洗衣服刚
洗到一半，大家马上都得去
4楼了。”小王无奈地说道。

11月22日上午，小王再
次给大河报记者打来电话
称，缺水问题仍然没人来解
决，“太影响生活和学习了，
快点帮帮我们！”

【核实】学生多次反映，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11月16日下午4时许，
大河报记者在三门峡职业技
术学院见到小王时，他正在
5楼接热水。“我住在9楼，现
在也不是用水高峰期，可楼
上一点水都没有，只能下来
接了！”小王说。

小王所住的10号男生
宿舍楼位于校园东南角，全
楼共九层，其中下面三层为
教室，其余六层为学生宿
舍。每个楼层中间布置为水
房，整层学生集中在此洗
漱。热水机放置在5楼和7
楼。

小王回忆说，从大一住
进该宿舍楼后，他所在的9
楼就一直出现供水不稳定情
况，遇到下课及晚上等用水
高峰期时，更是直接断水。
今年9月份开学后，情况更
加严重，“只有在半夜12点
到凌晨5点之间才能来水，
还是断断续续的。我们只能
熬夜洗衣服。”小王说，让他
最忍受不了的是，最近三天

连晚上也不来水了，卫生间
内脏乱不堪，大家洗漱只能
向楼下跑。

大河报记者在9楼洗漱
池中随手拧了一个水龙头，
发现没有水流出。此时为下
午4点30分，并非用水高峰
期。在7楼水房内,水龙头
里的水也是断断续续，刚开
始还有一点流出来，不一会
就一点都没有了。此外，放
置在 7 楼的热水机也已停
用，上面贴着“因水压低水供
不上，暂停使用，接水请到5
楼”的纸条。

“其实，用水高峰期时5
楼也可能没水，最好去4楼
才行！”小王说，遇到高峰期
时学生会全部挤在4楼的水
房，“最多时有上百人吧，
水房都挤满了，接个水像打
仗一样。再来的同学看到这
情况，大多都直接掉头走
了。”之后，记者又询问了
宿舍楼其他同学，也都反映
情况如此。

【调查】大白天高楼层的水房没有水

从9月份开学，宿舍供水就一直断断续续，最近更
是一点水也没有了。近日，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
生小王向大河报记者反映，称其所住的宿舍楼供水有问
题，高楼层的同学因为常年供水不稳定、甚至断水，常常
挤到楼下排队打水，十分不便。

“往往要等到凌晨才能来水，要想洗个衣服，就要熬
夜才行。”小王说，这种情况已持续一年多，最近更是全
天断水。遇到早晨用水高峰期，往往六个宿舍楼层只有
一个有水，1700多名学生干等着没办法，有时上百人挤
在一个水房“抢水”洗漱，有的学生等不及干脆不洗脸就
去上课了。

“感觉接个水像打仗一样。我们也反映了多次，一
直没有解决。”小王抱怨说。

酒后挪车算不算酒驾呢？
有人这样做了，结果以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
□记者 邵可强

核心提示 | 田某喝完酒，以为在家属院内挪车没事，发生事故后被认定为醉驾，以涉嫌危险驾
驶罪被处罚。11月23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曝光了13起近期查处的酒驾典型案例，其中不乏二次
酒驾的案例，这些酒驾的案例再次作出提醒：喝酒后，千万别开车。

主观上没有想要酒驾，酒后只骑摩托车，“隔夜酒”后开车没啥事……不少人有类似这样的想
法，那么这样到底有没有酒驾？听听交警怎么说。

3起二次酒驾案例让人警醒

昨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曝
光了 13 起近期查处的典型案
例。大河报记者注意到，其中3起
为二次酒驾被处罚，另外7起醉酒
驾驶案例分别造成道路交通事故
和民事纠纷。

今年11月 16日 22时 20分
许，漯河市公安局民警巡逻至开
发区珠江路西段时，一辆车牌为
豫L号牌轿车看到巡逻警车后，
突然停车、掉头。民警拦下该车，

经检测，司机王某的血醇含量为
126mg/100ml，已是醉驾，涉嫌
危险驾驶罪。

后调查发现，王某在今年7月
28日因醉驾被漯河市公安局顺河
分局查处，目前尚在取保候审期
间，这次属于二次醉驾。

无独有偶。今年11月14日
20时许，南阳市镇平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民警，在镇平县城健康路
与涅阳路交叉口，开展交通违法

行为查处行动时，一辆豫R号牌
小型普通客车司机黄某涉嫌酒后
驾驶。经查，黄某血醇含量为
179.08mg/100ml。 而 黄 某 在
2016年11月14日因醉驾（血醇
含量为 241.80mg/100ml）被判
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
罚金一万元。

二人都是两次醉驾被抓，已
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将面
临法律的严惩。

交警解析六大酒驾误区

【曝光】

今年11月4日17时33分，田
某饮酒后驾驶豫A号牌白色小型
普通客车，在郑州市大学中路某
家属院内挪动车辆时与轿车发生
事故。后被处理事故的民警拦查，
发现田某有醉酒驾驶嫌疑，后经
郑州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中心
检测，其血醇含量为161.45mg/
100ml，田某的行为系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已涉嫌危险驾驶罪，后
被刑事拘留作进一步处罚。

上述司机虽然没有主观上想
要酒驾，但在客观上做出了酒驾
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

对此，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
关负责人解释说，根据我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规定：只要将车驶离
车原位，就可认定有了驾驶行为。

而只要驾驶员饮酒后在道路上有
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即构成酒驾。
在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中，“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
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
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
共停车场等用于公共通行的场
所。因此只要在“道路”的范畴
内，即便是酒后挪车也算酒驾。

酒后挪车被认定为“醉驾”【典型】

【延伸】

□记者 邵可强

11月 18日 18时许，位于北
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新
康东路8号的一处集储存、生产、
居住功能为一体的“三合一”场所
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
伤。据河南省消防总队统计，自
2012年以来，我省的出租屋亡人
火灾共49起，亡117人，伤77人。
其中重大火灾1起、较大火灾 9
起。火灾无情，吸取教训才能防患
于未然。本期《吴参谋说消防》将
关注出租屋消防安全。

出租屋暗藏的火灾隐患有哪
些？

●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
私拉电线现象严重

出租屋内多设置了大量家用
电器和拖线板，线路杂乱，或如

“蜘蛛网”般挂在墙上，或在空中
打结，有的电线外皮已破损脱落。

●居住人员密度大，易发人
员伤亡

出租屋或群租房有时一个房

间要住4到6人，上下铺，床挨床，
转身拿东西都很麻烦，更不用说
东西无处摆放，只能扔床上或挂
墙上。

●易燃可燃物较多，逃生窗
被焊死

为节约成本，房东或房屋托
管公司使用极其便宜的可燃易燃
性材料当隔断，有的房东在封闭
窗户时，直接在窗户外安装防盗
窗或防盗网，没有预留安全逃生
出口，一旦发生火灾，无法从窗户
安全逃生疏散。

●违规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普
遍存在

租房客在楼道、门厅内违规
停放电动自行车和充电，有的直
接从楼上甩下电线进行充电，有
的使用劣质充电器和改装大功率
电瓶，极易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
亡。

●无逃生通道，疏散条件差
部分出租屋一间房隔成多

间，没有窗户和阳台，一旦发生火
灾没有逃生口；有些出租楼宇无

疏散通道或疏散通道极其狭窄，
紧急情况时，楼梯往往被烟火封
堵。

出租屋遇火灾如何逃生？
●快逃。逃生行动是争分夺

秒的，一旦听到火灾警报或意识
到自己可能被烟火包围，一定不
要迟疑，赶快跑出房间，设法脱
险，切不要延误逃生良机。

●防毒。火场的烟雾是有毒
的，许多丧生者大多是被烟熏窒
息而死的。家中备有防毒面具，在
危急关头，套上防毒面具，就能抵
御有毒烟雾的侵袭而死里逃生。

●灭火。在家里放置灭火器，
学会使用。家里起火后，在消防队
员还没到场时，就可以先使用灭
火器控制火势，火势不大的话，可
以直接将火势扑灭。

●逃生。当火势凶猛，必须考
虑逃生时，假如你住在3楼以上，
楼梯的通道被堵塞，家里的逃生
绳能助你逃生，但不要轻易教孩
子单独使用。

出租屋存5大火灾隐患
吴参谋教你逃生技巧

吴参谋说消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