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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考2次没过

学员开车冲向安全员

警方初步结论为考生误踩油门所致 考场表示将向考生索赔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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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律师何良平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对张某驾车冲撞行为的处置，是否故

意为之十分关键。

如果是故意，张某则涉嫌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侵犯的客体

是公共安全，主观表现为故意。该罪属于

行为犯，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实

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能够成该罪。因

此，刑法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如果张

某真的构成此罪，其所驾驶的考试车辆及

相关考场设施损失，以及车辆送修期间的

间接经济损失，均由张某个人承担。

如果张某当时确系心理紧张， 误将

油门当刹车导致车辆失控发生冲撞。那

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对所造

成损失的赔偿， 又要看车主即考场方是

否投保， 投了哪些险种， 有多大的额度

等。如果该车没有投保，张某则应该负责

财产损失， 以及车辆送修期间的间接经

济损失。如果投了保，则考场方不得越过

保险公司而专找张某索赔； 但如果保险

公司的赔付与实际损失有差距， 张某则

应该为其差额部分负责。

在接到考场报警之后， 嘉陵区公安分局

火花派出所警察前往处理。 据该所负责人介

绍，警方已经到考场调取并封存了相关视频资

料，也给现场安全员作了笔录。参与处警的警

方人士说：“当事考生张某也到派出所接受了

调查。 他本人向警方讲述时否认故意开车撞

人，称当时因两次考试未过关，心理紧张，在停

车时误将油门当作刹车，这才导致了意外事故

发生。”警方表示：因考场方面与考生的说法

存在较大分歧，警方还将深入调查此事。

昨日，考场方面将受损车辆送修。南充川

南汽修厂工人说，该车前轮总成、前悬挂、减

震器和大梁不同程度受损， 维修费用将超过

4000元， 预计维修用时需两天。 考场方面表

示，考试车停用两天时间，考场的损失将超过

1万元。“因为考试车平时可用于考前培训，每

小时收费300元，每台车每天正常工作时间为

20小时。”

罐车爆胎气浪冲击旁边公交

击碎的玻璃伤了乘客

25日上午， 一辆由宜宾南溪区开往

宜宾城区方向的水泥罐车在行驶过程

中，后车轮发生爆胎，几乎与其并行的宜

南公交车身玻璃受爆胎瞬间的气流冲击

被击碎。 乘坐在公交车内的有近10名乘

客受伤。

25日，由于伤情较为严重，在宜宾第

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三名伤者均暂时

无法开口说话。 其中一名还没度过危险

期的伤者陈其群的老公介绍， 此次事故

共有四名乘客伤情严重， 其中包括一名

只有18个月大的婴儿。除受伤婴儿外，其

余三名伤者均是他的家人。据护士介绍，

婴儿的两个脸颊均被玻璃扎伤， 但25日

下午就出院了。 其他六名伤者经简单处

理后已全部离开。

水泥罐车驾驶员张师傅称，车辆爆胎

的地方恰好是一条宽约40公分的路沟，前

车轮顺利通过， 一个后车轮却突然发生爆

胎，产生的气浪震碎了公交车的车窗玻璃。

公交车驾驶员陈师傅说， 事发时他

正常行驶， 而与其并排行驶的水泥罐车

正准备超车。几秒钟后，他便听见“嘭”

一声，随着一阵剧烈晃动，公交车车身的

玻璃便不停地往下掉， 部分玻璃扎进了

临窗乘客的头部与脸部。 陈师傅果断停

车，救援伤者并报警。

目前， 在交警的协调下罐车所在企

业已承诺垫付伤者治疗费， 相关责任认

定和赔偿等善后事宜正在进行中。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2013年，广汉三星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考古人员在青关山发现大量陶片、象牙、石璧

和红烧土，引发了考古界关于宗庙说、府库说

和宫殿说的猜想。 随着遗址的进一步发掘，谜

底逐渐清晰。

昨日，省考古研究院首次披露，他们发现

一座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建筑面积最大的商代

单体建筑基址，考古专家推测该基址为三星堆

王国“宫殿区”所在地。

发现基址

曾猜测为宗庙、府库或宫殿

此前，考古人员发现三星堆时期夯土台基

群1处及各时期墓葬41座、窑址13座、灰坑149

座、 文化层堆积27处，“此次勘探和调查是继

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发掘以来，收获最

大、取得突破最多的一次。”这些新发现引起

了国内考古界专家的高度关注。

昨日下午14时许，广汉市鸭子河畔，黄色

的油菜花田间，三星堆遗址的制高点———高出

周围地面3米以上的遗址———西北部二级台地

青关山，此前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一处编号为F1

的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即“夯土台基群

1处”）。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东西两侧似有

门道，F1大约由6～8间正室组成，分为两排，沿

中间廊道对称分布，正室面阔6～8米、进深约3

米，中间廊道宽5米左右。

“这里或许是宫殿、或许是祭祀地、或许

府库，从规模来看，它是三星堆古城的核心区

域之一。”2013年1月15日上午，33位国内考古

界权威专家学者对三星堆大型基址进行现场

勘测和论证。（本报曾作报道）

初步结论

最大商代单体建筑基址系宫殿

省考古研究院昨日首次披露，编号为F1的

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是他们发现的一座

迄今为止建筑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

考古专家推测该基址为三星堆王国“宫殿区”

所在地。

据了解，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继续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勘

探发现了一批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

同时对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进

行了年度考古发掘， 一座长逾65米， 宽近16

米，建筑面积逾10000平方米的红烧土建筑基

址已基本暴露出来， 这座编号为F1的大型建

筑基址，整体建筑于夯土台基之上，平面为长

方形，呈西北———东南走向。这是三星堆遗址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建筑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

建筑基址。

勘探表明整个青关山土台均系人工夯筑

而成，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其中第二级台

地现存面积约8000平方米。由此推测青关山夯

土台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三

星堆王国的“宫殿区”所在地。

同时， 考古人员还对 “仓包包城墙”和

“真武宫城墙”进行了发掘，这两处城墙的发

现， 使得三星堆城址的城墙由原来的5道变成

了7道， 外廓城也由于 “北城墙”（真武宫城

墙）的可能存在而变得完整起来，这将对上下

延续千余年的三星堆城址的营建过程、布局以

及功能区域的研究产生极大的推进作用。

“这是我们近期考古的一个初步结论。”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中心主任刘志岩

介绍，目前三星堆已发现了“城墙”和“宫

殿”，此外还发现了大量陶片，以及一些象牙

和石壁， 但高等级墓地或者王陵尚未发现，有

待在下一步的考古工作中“揭秘”。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兰开驰任雅安代市长

成都商报讯（记者 蒋麟）

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从雅安市政府官方网站“雅安

之窗”证实，2月25日，雅安市第三届人

大常委会召开第十八次会议， 决定兰开

驰任雅安市政府代理市长。 现年52岁的

兰开驰于2013年4月任雅安市委副书记，

并于本月14日由省委组织部公示为拟提

名为雅安市市长人选。会议同时决定，接

受陈越良辞去市政府市长职务、 廖磊辞

去市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雅安市委组

织部证实，省委近日决定，青理东任雅安

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徐一心任雅安

市委委员、常委，陈越良不再担任雅安市

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前轮总成、前悬挂、减震器和大梁不同程度受损

维修费用超过4000元

●因维修预计用时两天，考试车平时可用于考前培训，每小时收费300元，每台车每

天正常工作时间为20小时

作培训用的损失将超过1万元

“如果张某确系故意开车冲撞，其将受到处罚。”考场一负责人说，张某的行为

虽然没有导致人员伤亡，但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大，“不管警方作何处理，我们都将向

张某提出索赔要求。”

三星堆疑发现商代最大王国宫殿

2013年发掘的最大商代单体建筑基址，考古学家推测为三星堆“宫殿区”所在地

昨日上午， 南充市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

心人来车往，来自不同驾校的考生们，有的在

候考室等待，有的在排队登车参考。

9时50分，几名安全员站在考场入口处附

近，引导考生和考试车。突然，一辆考试车从

单边桥方向冲过来。安全员陈师傅称，当时他

刚步入考场，正好和来车对向。“看到那辆车

冲过来， 我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边叫喊一边躲

闪，都躲到停在入场口的一辆考试车后面。那

辆考试车最后冲向考试大楼，把台阶上的5块

大理石撞坏了，这才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后，

一名男性下车。”现场人员称，该男子下车后

口中骂骂咧咧。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当事考生张某参加的是机动车科目二 （场

地）考试。9时31分，张某第一次上车起步。9时

50分，张某所驾驶的考试车突然冲出考场。成

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张某两次考试机会都被

考试系统判定为“成绩不合格”。

“像这种因考试不合格，驾车冲撞安全

员的，在我市还是第一次。”昨日，南充市机

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一负责人说。“事发后，

我们怀疑该考生因考试没过关而引发了上

述行为，因此在第一时间报警。”

考生应负什么责任？

事后调查，张某来自南充市长鸿驾校。

该驾校相关人员表示：尚不清楚事发原因，

但张某发生在考场内的行为与驾校无关。

同时， 何律师昨日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他认为，不管张某是否构成犯罪，其

所在的驾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大楼前站着人 考试车突然冲过来

考生告诉警察心理紧张误踩油门

驾校有无责任？

考场将向张某提出索赔

制图 王雪

———考生张某向警方讲述

———考场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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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撞上挖掘机

小车司机危在旦夕

“砰！”的一声巨响，一辆挖掘机稳

稳停在十字路口， 而迎面驶来的一辆小

车却面目全非，……昨晚7点过，龙泉经

开区南二路与车城大道口发生惨烈车

祸， 一辆长安奔奔小车没能敌过撞上来

的“大块头”挖掘机，驾驶室完全扭曲变

形，困住车内一名32岁男子陈某。历经半

小时紧急救援后， 消防官兵成功将陈某

营救，随后送往医院抢救。

昨晚8时40分，成都商报记者赶到现

场看到， 被困的小车驾驶员已被送医抢

救， 相撞的两车分别是一辆长安奔奔小

车、以及一辆挖掘机，小车停在右转道，

挖掘机位于另一方向的左转道。

剧烈撞击中， 奔奔小车驾驶室扭曲

变形，零件抛洒一地，挖掘机方则“丝毫

未损”， 驾驶挖掘机的年轻小伙子也没

有受伤。据现场目击者介绍说，车祸后，

奔奔小车内的这名驾驶员男子被死死困

在驾驶室，周围人都束手无策，消防官兵

火速赶到后，历经数十分钟的努力，才将

被困男子成功营救， 男子随后被送往医

院抢救。

昨晚9点半，记者从成都航天医院了

解到，小车驾驶员男子陈某，今年32岁，

昨晚被120送往医院后， 由于伤势较重，

医生已经抢救近2小时，而手术还将连夜

进行。“我们也是刚赶到医院，怎么出事

的都不知道。”手术室外，陈某的家属对

记者说。

昨晚， 挖掘机驾驶员也被交警带至

医院配合调查， 该男子对成都商报记者

表示，车祸和对方小车闯灯有关，由于陈

某仍在手术之中， 该说法无法得到他的

证实。民警表示，目前仍在针对究竟是谁

闯灯展开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报料人：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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