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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杨大道两座人行天桥年底开建
本报讯 (记者张帆)随
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斗
门区白蕉大道的车流量逐渐
增大，周边住宅小区居民过
马路难日渐明显。为切实解
决过马路难题，斗门区去年
10 月底启动白蕉大道修建
人行天桥方案，在人流量较
大的地段建设 3 座人行天
桥。记者昨日获悉，
目前，
这
3 座人行天桥已投入使用，
后续的配套收尾工程将于 9
月底前全部完成。
据悉，3 座人行天桥分
别是东第花园天桥、田家炳
中学天桥和南方 IT 学院天
桥，总投资额 1500 万元，去
年 10 月 20 日开工，目前已
开放使用，后续的配套收尾
工程将于 9 月底前全部完
成。据了解，人行天桥设置
了简约通透的遮光透明顶
棚，两侧还分设人行专用梯
道和自行车混行梯道。
“为满足群众安全过路

田家炳
中学天桥。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的需求，
斗门区近几年陆续建
设 7 座人行天桥，
包括现在白
蕉大道上的 3 座。目前，
在加
紧时间完成收尾工作，
包括顶
棚、人行道玻璃的安装……
争取在 9 月底前完成所有的
收尾工作。”
斗门区住房和城
市建设局负责人表示。

“有了人行天桥，
过马路
更方便、安全一点。”附近的
居民高女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
白蕉大道的3座
人行天桥，属省道 S272 线白
蕉高速出口至尖峰桥头段灾
后重建的附属工程。由于涉
及到多家单位的通讯、
燃气等

管线迁移，施工存在一定难
度，
住建部门联合建设和施工
单位通力合作，
仅用152天就
完成主体工程的建设。
另据了解，今年年底，
黄
杨大道也将新建两座人行天
桥，分别位于斗门区第一中
学路段和金台寺路口。

同行镏金岁月 相伴幸福人生
斗门区 6 对老人喜迎“金婚银婚”

“晴朗天空”主办科技爱国夏令营活动

体验科技成果 激发科学热情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8
月 17 日、18 日，在珠海市民
政局的指导下，晴朗天空社
工在横琴开展了“科技创国
家 未 来·童 趣 科 学 实 验
室”——爱国与科技夏令营
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小科
学”团队、做有趣实验、畅游
科技与营养结合的透明工
厂、参观爱国事迹陈列馆等
一系列丰富的活动，让青少
年亲身见证科技的发展成
果、激发爱国情感。
8 月 17 日，25 位“小小
科学家”
集合到一起，开始了
科技爱国夏令营之旅。液体
的密度分布、海藻酸钠与乳

酸钙的碰撞、泡腾片加上食
用油的化学反应……小朋友
们在
“科学实验室”
环节中亲
身体验到科学的奥妙与趣
味。
18 日，社工组织小朋友
及其家长们来到位于三灶汤
臣倍健公司的
“透明工厂”
进
行参观，近距离观察优质的
原料如何通过领先的科技设
备，在严格的质量把控下生
产、检验、仓储的全过程，小
朋友们在进行快速装箱的机
械手臂面前发出了惊叹。
活动主办方表示，孩子
是最富有想象力的群体，本
次夏令营活动就是为了拓宽

同学们参观汤臣倍健工厂。
青少年的视野，激发他们的
科学学习热情，让科技与爱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长
发芽。

小伙“偷开”小车被刑拘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通讯员
杨小江)昨日，我市交警部门通报了
日前查获的一起无证驾驶加醉驾的
违法行为，19 岁的驾驶人被罚款
1500 元、行政拘留 15 日。
8 月 4 日凌晨，香洲交警大队在
板樟山隧道开展夜查整治行动。2
时 22 分，一辆粤 C 牌日产小车沿迎
宾北路北往南方向行驶到隧道口。
陈警官往车内一看，发现两张稚嫩
的面孔，
他将小车拦下进行检查。
陈警官要求蓝衣小伙出示证件，
他却支支吾吾说忘带了。随后，
陈警
官将蓝衣小伙的身份证号输入系统
核查，
发现该小伙只有 19 岁，
没有任
何驾驶证信息。在酒精测试时，
小伙
轻轻一吹，数值就到了三位数，
涉嫌
醉驾。后来，
交警将小伙带到中大五
院进行抽血检测，
属于醉驾。
交警调查发现，开车的蓝衣小
伙姓熊，在某奶茶店上班。日产小
车是其同行朋友小温爸爸的。8 月
4 日凌晨 1 时 30 分，熊某独自在家
楼下的便利店喝啤酒，喝完后觉得
无聊，就从大镜山走到沿河路某小
区，
找到朋友小温，
两人商量着去拱
北玩。虽然两人都没有驾驶证，但
小温出门时还是顺手拿走了爸爸的
车钥匙。熊某自认为以前偷偷开过
几次车，
车技还不错，就这样开车上
路了。谁知刚到板樟山隧道，就被
交警查获醉驾。
熊某因醉驾目前已被刑拘，同
时因无证驾驶被处以罚款 1500 元、
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罚。

荒唐

本报讯 (记者张帆 何 人婚姻幸福美满度，
让村居老
进）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 人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活动在老人们回忆结婚
伴随着温馨的歌声，8 月 19 的情景中开始。邝汝松和老
日，
小濠冲村妇女儿童之家迎 伴邝洁霞互敬互爱走过了
来了 6 对金婚、
银婚夫妇。当 52 个春秋。他们年轻时，骑
天举办的斗门区
“金婚银婚幸 着自行车娶新娘是一种时
福汇”活动，见证了斗门区 6 尚。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家，
对金婚、
银婚老人在相扶相伴 结婚做新衣服还要借布票。
中走过的镏金岁月。
“那时没什么定情信物，
连结
据悉，此次活动是在市 婚照也没有，唯一的结婚证
金婚、
银婚老人幸福满满。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妇联、斗门区妇联、斗门镇妇 也因为搬家而不慎弄丢了。
”
联的指导下，
小濠冲村妇联携 邝汝松老人不无遗憾地说。 配好的插花送到妻子手中， 夫，社工们按下相机快门记
手珠海市瑞众社会工作服务
活动尾声迎来了精彩的 妻子则将亲手做的玫瑰饺子 录这爱的时刻，为金婚、银婚
中心主办，
活动旨在增强老年 “告白”阶段：丈夫将亲手搭 喂送给相濡以沫数十年的丈 夫妇们留下幸福的合照。

胆大

白蕉大道 3 座人行天桥启用

无驾驶证还敢醉驾

酒后开房 项链被盗
窃贼竟是“女朋友”

本报讯(记者宋一诺)19 日，市
公安局通报了一起盗窃案，当事人
谢先生在睡梦中被刚认识的女性朋
友黄某盗走价值 2 万元的金项链。
黄某得手后竟找自己的前夫变卖这
条项链，
一起分赃。
5 月 14 日 11 时许，金湾公安分
局金海岸派出所接到谢先生报案，
称其于 5 月 13 日晚在金海岸大道
某酒店入住，醒来时却发现身上价
值两万余元的金项链不见了，怀疑
被一名刚认识的黄姓女子盗走。谢
先生随后通过微信联系该女子，但
遭到对方拉黑删除，
无法联系。
金海岸派出所民警通过调取酒
店监控视频发现，
当晚谢先生进入酒
店时脖子上确实带有一条金项链。
谢先生与女子黄某一同进入房间，
后
黄某独自离开，
再无人进入房间。民
警推断黄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6 月中旬，
金海岸派出所民警在
阳江市江城区某酒店将嫌疑人黄某
（女，
26 岁）抓获。据黄某供述，
她通
过朋友介绍认识谢先生不久，
两人相
约一起吃宵夜饮酒，
后去酒店休息。
谢先生在房间很快就进入梦乡。黄
某看到谢先生脖子上有一条粗大的
金项链，
竟萌生了贪念。她联系了前
夫洪某，
而后在其指使下，
把谢先生
的金项链偷走。作案后，
黄某与洪某
一起逃到阳江。洪某将项链卖得 1
万多元，
黄某分得其中的1200元。
7 月下旬，民警在阳江市将嫌
疑人洪某（男，24 岁）抓获。黄某、
洪某已被刑事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