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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天威

最难驾考要来？最近，微信朋友圈被
一则消息刷爆了——“驾考新规10月1
日起实施，难度大升级!”此消息一出，不
少还没拿到驾照的网友惊呆了。事情的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记者了解到，我市还
没有接到上级通知，各驾校教练还是按
照原有标准教学，驾考市场平稳。

“10月1日起考驾照更难了!修改很
多,没学车的要哭了”、“已哭晕在学车的
路上”、“教练，我要哭给你看”……最近，
微信朋友圈突然被“驾考”刷了屏！近日，
公安部交管局科研所官方微信发布消
息，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与方
法》（GA 1026）等驾驶人考试相关行业
标准修订，并介绍，新标准将于2017年

10月1日正式实施。”不少微信公众号发
布这则号称“史上最难驾考新规”来袭的
消息，并引发众人转发，一时间成为网络
热点。

根据网传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
容与方法（GA 1026-2017）》，新规实施
后，科目二考试中倒车入库和侧方停车
考试，将规定操作时间，比如完成车辆倒
库、出库，要在210秒内完成，不可停
车、超时；侧方停车要在90秒内完成。
对科目三等考试，也增加了相应的要
求。有学员看了直呼比以前难多了。市
民刘女士正在怀孕中，等生完孩子后就
准备去驾校报名，“看了网上的这则消
息，我真是后悔没有早点报名去学啊。
本来就对自己没多大信心，这下更不踏
实了。”

市运管处负责我市驾培市场管理，
不过市运管处并未接到任何部门对驾校
教学进行调整的通知。驾考规则有没有
变化，驾校教练最清楚。红星驾校教练员
倪琴介绍说，目前未收到要执行驾考新
规的通知。不过在她看来，就算是按这个
标准执行也并不太难。“比如，完成车辆
倒库、出库，规定在210秒内完成，不可停
车、超时，其实目前的考试要求中就明确
规定了不可停车、超时，而且从我的教学
实践中来看，几乎所有的学员都能在两
分钟左右完成倒库、出库。”不过，这些年
不断调整的驾考规则，对细节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细节决定成败，特别是学车
时要细致练习，不能马马虎虎。”倪琴说，

“认认真真做好2遍，比马马虎虎做10遍
的效果要好。”她认为，不管驾考规定怎

么变，考试对所有学员都是公平的，别人
可以做到，要相信自己也可以做到，无论
是学车还是考试，都要保持良好的自信
心态，在学车过程中，要向教练多问，自
己多想，才会进步快，在平常的训练中，
也要能做到举一反三，多反思、多总结，
掌握了要点，才会越学越快，考试也就不
在话下了。

网传新规中提出的部分要求，比如
“科目三起步、变更车道、靠边停车、超车
项目中增加‘回头观察’动作”，其实非常
实用，因为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在十字
路口可以有效避免重大车祸的发生。一
位驾校负责人说，目前大家都比较淡定，

“新学员报考与往常一样没人问新规”。
他提醒正在驾考或者准备驾考的市民不
必惊慌，练习好驾驶技能才是根本。

本报记者 黄晓燕 通讯员 应红娟

“小荷啊，别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
生，你自己身体也不好，也要当心。”8月
21日上午，家住东洲新村54号楼的宋小
荷家中坐满了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安慰
宋小荷。

今年66岁的宋小荷，前年因车祸动
了大手术，在上海女儿家疗养了一段时

间，身体状况稍有好转。她的亲家母高云
芳年事已高，患有心脏病，去年又患了严
重的小脑萎缩，成了植物人，生活不能自
理，连吃饭、大小便都需要人服侍，老伴
已经过世多年，孤身一人，无人照料，宋
小荷得知亲家母的病情和目前的艰难处
境后，决定放弃在上海舒适的疗养生活，
毅然回启东照顾亲家母，不是姐妹却胜
似姐妹一般地照顾高云芳。

为了方便照顾，去年12月份，宋小荷
把高云芳接回了自己的家中，因长期卧
床，血液循环不通畅，高云芳身上的皮肤
开始溃烂，每天无数次的大小便，无论多

脏多臭，宋小荷没有一句怨言，给她换药
擦洗，皮肤的溃烂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
由于免疫力下降，这边好了，那边又开始
冒水泡，唯一能控制的办法就是把身体
及时擦干净，及时换药。在宋小荷的精心
照料下，高云芳皮肤溃烂的情况终于得
到了控制。高云芳小脑萎缩很严重，成了
植物人，吃饭讲话都没有感知，日常的生
活起居、冷暖温饱全靠宋小荷的悉心照
料。因为高云芳无法自主吞咽，宋小荷就
用牛奶、豆浆等慢慢地喂她，还不间断地
喂各种各样的药，别人吃一顿饭只需一
会儿，但高云芳吃一顿饭要一个小时或

许更久，宋小荷总是要喂高云芳吃完了
自己才去吃饭，有时候等到自己吃饭的
时候饭菜都已经凉了。尽管如此，宋小荷
还是一如既往地这样坚持着。天气好的
时候，宋小荷会推着高云芳出去散心，希
望这样能帮助高云芳身体的恢复。

左邻右舍每次看到宋小荷推着高云
芳的身影，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宋小荷
的大义和善良。前几天，高云芳去世了，
这让一直相依相伴的宋小荷失落不已。
一个平凡的人创造了如此不平凡的经
历，虽是亲家母却胜似亲姐妹，宋小荷的
大爱精神感动了好多人。

女孩结伴离家出走
民警相助及时找回

本报讯 8月20日午夜，因为不满父母的教育方
式，合作镇两名14岁的女孩结伴离家出走。家长报警
后，在民警的帮助下，两名女孩在离家4个小时后被
安全接回了家。

8月21日凌晨，两对中年夫妇匆匆来到合作中心
派出所报警称，他们的女儿分别留下两份离别信后离
家出走了。办案民警介绍，两名女孩留下的纸条上字
里行间透露出了对家长教育方式的强烈不满，并且在
信中再三强调不让父母寻找她们。

民警在了解到两名女孩都带有手机后，立即拨打
她们的手机，然而手机显示关机状态。另一名民警一
边向女孩的老师、同学了解相关情况，一面迅速调取
这两家周边的监控视频进行查找，最终找到了两名女
孩的身影，两人各自从家里出来相聚后，背着背包步
行至公路。

对于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这一情况，民警通过手机
短信与两个女孩进行交流，“你们这个年纪太容易受
骗了，而且晚上两个女孩外出太危险了……”经过半
个小时的劝说，两个女孩终于说出了自己所在的位
置，两人正坐在客运站附近的一家旅馆大厅内。得知
这一情况后，民警与家长一同赶往两个女孩所在的位
置，凌晨3点半接到了她们。

民警提醒，现在的孩子独立性强、想法多，家长教
育孩子，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如果遇到家中小孩走
失，家长要及时报警。 （朱俊俊 袁华健）

本周多阵雨天气
虽已出伏但有35度高温天
本报讯 凉风习习，白云飘飘。刚刚过去的这个

双休日，一场大雨给原本闷热的街头带来了一丝凉
意。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期多阵性降水，
周末气温较高。我市21日出伏，但虽然“三伏天”已过
去，但离清凉还有些距离。据悉，21日到22日副高逐
渐增强，我市处在偏东气流中，有分散性雷阵雨。中后
期受副高控制，我市将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另
外，本周副高南侧多热带低压活动，后期天气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需关注最新天气变化。预计本预报时
段：总降水量大约在10到40毫米（历年同期37.9毫
米）。预报时段的平均气温28度左右（历年同期26.5
度）；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约26度。本周近
地面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无明显的低能见度天气。

今起三天具体天气情况：8月23日，多云转晴，气
温：27～35℃，东南风4级。8月24日，晴转多云，气
温：27～35℃。8月25日，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27～34℃。 （黄晓燕 杜美芳）

8月18日，北城区街道举办法治故事会暨东疆少
年法学苑推进会选拔赛。图为少儿组比赛现场。

姜新春摄

10月起最难驾考来袭？
驾校：暂未接到通知，练好基本功就能轻松应对

东洲新村的宋小荷拖着病体，常年照顾成了“植物人”的亲家母，成为社区佳话——

大爱亲家暖人心

近日，彩臣三村社区联合成投物业开
展环境整治，重点铲除小区菜地、乱搭乱
建、乱涂乱画，并对小区草坪及时进行了
补绿。 郁卫兵摄

我为社区
“洗洗脸”

“双色球豪礼相送
10辆宝马100部手机等你来

详询各福彩站点”

本会所是启东首家正规婚
恋会所，受启东市女企业家协会
委托创办，使有情人相识、相知、
相爱！现有千名单身贵族期待您
的海选！
地址：启东市东方银座508室
电话：0513-83816600
QQ：1007031929
微信号：QS83816600
网址：www.36500t.com

启东牵手联谊会所
海选您的另一伴

定制您的专属幸福
本会所是启东规模最大、最正

规、最专业、成功率最高的婚恋机构
（网络平台+红娘一对一婚配）。常年
举办上海、南京相亲专场，每月开放
爱情超市。
地址：启东市环球大厦1016室
电话：83657388 QQ：2804284522
网址：www.hdjyhs.com

启东红豆婚恋会所

招工启事
南通市三联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招收学徒

工：电焊、下料、钳工，年龄20岁以下，初中文化。另
招收：熟练冷作工、焊工及辅助工。提供食宿，待遇
从优。
地址：汇龙镇富源路1658号
联系：13801465012（季先生）13706284086（周先生）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33..99cmcm××11..88cmcm 30元/期（10期起刊） 2500元/100期

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关于向社会征集残疾人辅助性
就业项目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的要求，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
途径，增加残疾人家庭收入，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推进精准扶贫助残，实现残
健共奔小康目标，市残联拟建设残疾人之家，常年向社会征集适合残疾人辅助
性手工劳动的就业项目，公告如下：

1.项目要求具备装配工序少，装配技术含量低、操作简单、产品(食品类项目
除外)便于运输、装卸等特点，适合轻度智障和肢体残疾人手工操作。

2.企业如有符合上述相关项目可随时向市残联申报，我会根据项目内容，及
时组织考察，一经采用，将在企业所在地附近设立残疾人就业庇护工场，提供相
关生活配套设施，安排所在地周边残疾人开展日间辅助性就业。

3.劳动项目被征集采用，爱心企业将享受国家按比例就业相关优惠政策。
扶残助残，济贫帮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欢迎广大企业和爱心人士伸出

援助之手，为启东残疾人之家建设奉献爱心。
联系人：徐波、黄丹
联系电话：83653595
联系地址：启东市残疾人联合会（民乐路718号）

启东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7年8月17日

维权找周亿
服务零距离
南苑中路428号

（启东法院西侧）

电话：83748888

18068157771

周
亿
律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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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宏达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企业搬

迁、大 件设备搬运、红
木家具搬运 等。争创行
业明星、力争服务标兵。
电话：13776920637

▲陶红霞遗失恒大养生谷认筹书收据
联及买受人联，编号：1460，金额：20000
元。特此声明。

▲兰建斌（身份证号码：32062619600
505041X）遗失启东市汇龙镇拆迁指挥部

暂存单一份，发票号码：0007320，金额：人
民币197808元。声明作废。

▲启东市汇龙镇大全酒业经营部遗失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号 码 为
22141178。声明作废。

遗失
启事

招聘启事
启东百年生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工

作需要，招聘现金会计1名，条件如下：
1. 思想政治素质好，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
2. 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2年1月1日

后出生），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3.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有会计资格证书，具备3年以上机关事业
单位、中型以上企业或类似单位工作经历。

4. 身体健康，已婚，在汇龙镇有合法居
住场所；

5. 薪酬面议，试用期3个月。
本公司位于启东经济开发区科创园1号

楼7层，有意者请持相关证件与证明材料，与
蔡先生联系面洽。联系电话：18962826666，
邮箱：caibingqidong@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