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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提出离婚，30岁的王双

（化名）

为逼妻子出来见面，8月7日下午5点，他

带了半斤白酒， 爬上小区楼顶上演了一

出“跳楼秀”。这场“跳楼秀”引来了200

多人围观，两辆消防车、两台警车、一台

救护车、近20人参与救援，造成小区附近

道路交通拥堵，住户的车子无法回家。王

双被劝下来后， 因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 成为温江因上演

“跳楼秀”被拘留5日的第一人。

才出派出所 就演“跳楼秀”

王双和妻子育有一个6岁的儿子。今

年4月， 两人在温江燎原小区租了间房

子。两人都在一家超市打工，王双是蛋糕

师，每月有3000多元收入。一两年前王双

迷上了赌博，每月工资基本都会输完。有

时妻子说他两句，王双还要动手打人。由

于两人在一起上班，又经常闹架，两三个

月前，领导将王双调到了重庆的分公司。

由于妻子提出离婚，还经常不接自己电

话，8月1日，王双请了十天假回到温江。两人

见面后，王双希望妻子原谅自己，没想到后

来妻子竟不告而别。而在8月1日到6日，王双

依然沉迷赌博， 输掉了3000多元。8月7日下

午2点， 王双再次来到妻子工作的超市大

闹。超市报警，王双被带到柳城派出所，王

妻被通知来到所上后，坚决不愿再给王双

机会。下午5时许，柳城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燎原小区有男子要跳楼， 民警到现场一

看，跳楼的正是王双。

200多人围观 交通一度堵塞

民警称，赶到现场时，两台消防车、10

名消防官兵、一台救护车已就位，王双裸着

上半身坐在顶楼平台，双脚搭在平台外，身

子摇摇晃晃， 他这副模样吸引了200余名

市民围观，交通一度堵塞。加上正值晚高

峰，许多开车回小区的住户都无法进门。

消防和民警上到楼顶， 王双满身酒

气，身边放着一个二锅头的空瓶，还有两

瓶啤酒。 民警发现王双的一只手背在后

面，牢牢抓着身后的一处墙沿，似乎担心

自己会掉下去。通过这个细节，民警知道

王双并不是真心寻死。果然，王双希望民

警帮忙联系让妻子出来和自己见一面。

为了安抚王双的情绪， 民警谎称王妻同

意见面。不到30分钟，消防和民警成功将

王双劝离了危险区域。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拘留5日

随后，民警将王双带到柳城派出所。

由于王双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

序，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民警提醒市民，

应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来解决个人问题

和困难，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应该采取

极端或者自杀的方式， 这样并不能解决

问题，还可能触犯法律。

蛋糕师逼妻现身

跳楼秀造堵 拘了

事发温江，该男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

跳楼寻死就

可以威胁妻子出

来见面，也可以得到警察的

帮助

我很爱惜生命， 清醒时

肯定不想死， 还专门买酒喝

壮胆

从拘留所出去后， 我还

是要找她，解决不了，我还是

要找警察

昨日下午，在拘留所里，王双

对成都商报记者说， 他不懂法，搞

不明白“跳楼”为啥违法了。

他说， 因为自己赌博输了点

钱，妻子就非要离婚，“最看不起打

老婆的人， 我也只打过她四次，每

次都是扇她一个耳光， 有一次踹了她一

脚，没想到踹重了一点，她进了医院，但

我不是故意的。”王双说，连续一周他都

无法联系到妻子，想到“跳楼寻死就可

以威胁妻子出来见面， 也可以得到警察

的帮助”。

“最看不起打老婆的人，我只打过四次”

他

思

想

矛

盾

昨日清晨7点过，营门口立

交桥下， 一名男婴在路边被人

发现。 接民警通知将其接回西

区医院后， 医生发现男婴刚出

生两三天，身体健康。而通过微

博， 不少热心市民也陆续赶到

医院，给孩子带去了尿不湿、奶

粉，还有800毫升人奶。

“连件衣服都没有。”西区医院儿

科主任闻筱梅介绍说， 孩子全身裹着

一块碎布， 身边除了一只奶瓶什么身

份信息都没有，奶瓶里的奶还变了味。

大家赶紧找来新衣服， 把孩子安置在

一个单独的病房里， 并兑了奶粉给他

喂食。 经过观察， 他们发现婴儿很健

康，没任何缺陷。男婴还排了黑色“胎

粪”， 据此推测孩子出生最多两三天。

同时，大家还是从脐带上发现了线索。

脐带剪得很不规整， 甚至是用一段毛

线结扎，这说明孩子像是在家、或没有

接生条件的环境下出生， 这也导致孩

子肚皮上有些红肿， 医院正给孩子输

液治疗感染症状。

关于男婴的消息昨日也在微博上

广为流传， 不少热心市民陆续赶到西

区医院，给孩子送来了尿不湿和奶粉。

闻筱梅介绍说，昨天中午，一名家住人

民中路的热心妈妈还匆匆赶来， 给孩

子带来了封装好的800毫升人奶，大概

够孩子吃两天的。

昨日下午， 记者从清晨出警的光

荣派出所获悉， 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

男婴家人的线索。按照正常程序，派出

所接下来将和医护人员一起， 将男婴

尽快送往福利院安顿。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摄影记者 陶轲

捡个男婴

有人送800毫升人奶救急

吃完生日宴 15人泻进医院

前日，红牌楼佳灵路“福临酒店”，刘

泽兵请来老家德阳的亲朋好友， 为老婆

庆祝30岁生日。然而，从昨日凌晨起，就陆

续有人出现上吐下泻和腹痛等症状，目

前共有15人在医院就诊。昨日中午，成都

商报记者在红牌楼佳灵路福临酒店看

到，该酒店用餐区的大门紧闭。据前台服

务人员介绍，酒店的餐厅已暂停营业，但

不影响住宿。目前，武侯区疾控中心已到

现场调查取证。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部分交警业务

可到邮政网点办理

昨日，交警五分局提醒，目前，部分交

警业务已开通离柜办理。 市民可前往工商

银行申请带有数字身份认证的蜀通信用

卡，与个人驾驶证绑定后，即可在市内各

工商银行网点及交警分局内的多媒体自

助终端上自助办理成都籍车辆、成都籍驾

驶人的上述交警业务。此外，设置在各邮

政网点的成都交警便民服务站，可办理交

通违法处罚、 变更机动车所有人联系电

话、补换领驾驶证

（不含转入）

、补换领机

动车行驶证、 初次申领机动车环保标志、

补换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等交警业务。

工商银行网点和邮政网点周六、周日仍可

办理上述业务。

季琳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交警五分局辖区工商银行网点及邮政网点

工商银行八里庄支行

(

府青路二段

16

号

)

，

工商银行双林北支路支行

(

双林北支路

200

号

)

，

工商银行成都沙河支行

(

一华路东二段

108

号

)

，

工商银行成都前锋街支行（前锋路

3

号），工商

银行成都建设路支行（建设路

51

号）。

猛追湾邮政所 （双林路

346

号

84372987

），

双桥子邮政所（水碾河路

21

号

84454633

），桃蹊

路邮政所（桃蹊路

70

号

83269713

），建设路邮政

所（建设路

59

号

84350802

），理工邮政所（二仙

桥三段

1

号

84077014

），龙潭寺邮电所（龙潭寺

西路

91

号

84202434

），联合小区邮政所（联合小

区竞成路

1

号

84477713

），府青路邮政所（财富

又一城

8

栋

1

楼

105

号 （府青路

2

号）

83293168

）。

（上述网点地址及联系电话由交警五分局提供）

王双说，自己很爱惜生命，清醒

时肯定不想死， 因此还专门买酒喝

来壮胆。由于被拘留5日，王双要8月

13日才能重获自由， 然而王双只请

了十天假，8月11日就该回重庆上

班。王双说自己可能要被辞退。现在

他给妻子两条路，要么和好，要么离

婚后娃娃归妻子带，“我带着娃娃，

以后不好找老婆”。 王双说，“不过从拘

留所出去后，我还是要找她

（指王妻）

，解

决不了，我还是要找警察。”

成都商报记者随后联系上王的妻子，

王妻说，王双不仅赌博成性，还频繁对自

己使用暴力，有次还导致自己脾脏破裂进

了医院，因此她不可能会原谅王双，坚决

要求离婚。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摄影报道

“我很爱惜生命，跳楼前买酒壮胆”

男子跳楼秀一度引发交通堵塞

医护人员给男婴喂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