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驾驶员 王建（男） 29岁

王建母亲 杨文茹 59岁

王建姐姐 王波 32岁

王建妻子 涂小莉 25岁

王建女儿 王沂竹 4岁

王波女儿 （王建侄女） 黄文溪蔓 1岁零1个月

“你们看今天的报纸了吗？有个大学生车

友出事被抓了。”昨日清晨，在名为“成都摩

托发烧友”的QQ群中，一位车友发言后显得

有些冷场。5分钟后，有了第一条回复：一根红

色的蜡烛……他们提到的“事”，发生在7月2

日。成都某大学大三学生李平（化名）驾驶摩

托，不慎撞上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导致一

死一伤。 事后， 驾驶员李平和车主王永 （化

名）选择了逃离现场。前天下午，刚回成都的

李平在学校寝室内被抓获，并被刑事拘留。

昨日下午，年仅20岁的车主王永，也因涉

嫌交通肇事罪被刑拘。

车主也曾无证驾驶：3年多

20岁的王永戴着银亮的手铐， 假如没有

这场意外， 开学的他将是大二学生。 戴着眼

镜，面容斯文的他道着歉，“我对不起父母、对

不起学校，对不起所有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3款：

“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

求驾驶机动车。”身为车主的王永，将摩托车

交给没有驾照的李平驾驶， 并最终发生交通

事故。由于涉嫌触犯刑法，涉嫌交通肇事罪，

王永已被刑事拘留。

在交警二分局门前， 王永的父亲重重地

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留下提前为儿子买好的

面包和矿泉水，离开了问询室……“既然事情

都发生了， 他们就不应该事发之后离开现

场。”这位满脸皱纹、皮肤黝黑的父亲竭力控

制着自己的情绪。

虽然只有20岁，王永已经玩了4年车。刚上

高中， 他便开始骑摩托。“刚开始是一辆踏板

车。”王永说，那时候他更多骑山地自行车，摩

托车只是偶尔骑，家人虽然反对，但他却始终

保持了这个爱好。 涉事的这辆铃木GSX-600

摩托车，是今年2月买的。谈起摩托车的来源，

王永有些含糊其辞。而在今年年初前，王永甚

至没有驾照———他无证驾驶了3年多。

摩托为什么不上牌？怕麻烦

“他（李平）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的，人

家说他人还可以。”王永说，他跟李平认识也

不到半年，“他以前也是骑踏板， 我们都是刚

开始骑这样的街跑。”王永说，没有给爱车上

牌照，只是因为上牌“麻烦”。

除了李平， 王永还有几位同好。“我们有

一个群，一共只有5个人，都是喜欢摩托车的，

大家平时经常聚在一起。”王永说，这是一个

温江当地的爱好者群，大家都是很熟的朋友。

王永在郫县上学， 家在温江。5个人都是20多

岁的年轻人， 除了李平和王永两名在校大学

生，其他人都有工作。

“那天晚上， 我一直跟他说慢点、慢

点。”回忆起那场悲剧，王永有些后悔，“他

（李平）此前几次问我借车，我都没有借，那

天我想着自己一起， 才让他骑……” 王永

说，李平骑车有些“好胜”，喜欢超车，车速

也很快。

“出来之后，我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王永说， 有朝一日恢复自由， 他还会骑摩托

车，“毕竟是自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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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中午 父亲走了

8月3日中午 一家人都走了

“造孽啊，他爸才死了一个月，家里又出

变故，一家人说没就没了。” 昨日，在什邡市

洛水镇银池村8组， 邻居刘能玉指着王建家

外不远的菜地， 一座新坟隐约在树林中，那

是王建父亲王道贵的墓，“7月3号到8月3号，

刚刚一个月。”想起这事儿，刘能玉和村里的

很多人一样彻夜未眠，大家纷纷为这一家人

感到惋惜。

王建的亲属介绍，时间惊人巧合，王道

贵死亡时间为7月3日13点左右，王建开车出

事时间为8月3日中午12点左右。

今年29岁的王建， 靠着帮人筛沙挣些钱，

得知父亲患病后，他与姐姐王波花光了所有积

蓄，还借了很多钱。堂哥王德华说，曾经有人劝

他们放弃，他们也知道花钱也无法挽救父亲的

生命，但他们举债到最后也没放弃治疗。“加上

向亲戚借的钱，直到7月3日他（王道贵）去

世，加上安葬费用，一共花费10多万元。”黄

云杰介绍说。在对王建一家人的事故进行处

理时，其好朋友魏严平介绍，“印象中他好像

填过一份保单， 但是具体是哪个公司忘记

了。”他介绍，这份保单王建是准备给桑塔纳

轿车（牌照为川FMK758的）购买的保险。王

建的姐夫也证实有此事，“很遗憾因为没有

来得及缴费，这份保单还未生效。”

对此，负责处理事故的绵竹市交警大队

民警调查了驻绵竹的所有保险公司，但都没

有查到这一牌照的桑塔纳有效保险记录，负

责此事的事故民警权警官介绍，“车子已脱

保，没有交费保单肯定不能生效。”

没人的家何去何从

财产变卖 部分用做公益

在村子尽头， 一处拐弯地就是王建的

家，这个农家小院并不显眼。

王建家空空的院落里只剩下一条狗，堂

屋门框上一个月前贴上去的祭文字迹清晰，

过两天，在同样的位置，或许会有新的祭文，

为前日丧生的六人所作。突然一阵狗叫打破

了平静，王建的亲友陆续赶来，有的帮忙打

扫卫生，有的帮忙收拾东西，神色凝重。

见王德华打开了王建家的大门，村里很

多人都陆续走进这个农家小院。“我们都姓

王， 有点亲戚关系的”、“都是一个队的，他

家里已经没人了，就来帮忙”，每个人都红着

眼眶。

王德华在征求众亲友意见后决定，把王

建房子以及财产卖了偿还为王建父亲治病

所欠几万元债务，“余下的钱捐出来做公益，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一点得到了王

波丈夫黄云杰的认同。据介绍，昨晚，亲友已

经将王建屋里的大蒜种子以2300元出售，一

头猪以400元价格出售。

王德华哽咽着嘱咐成都商报记者，一定

要在报道中对当天参与救援公安、 交警、消

防、 群众等表示感谢，“虽然王建一家人死

了，但姓王的都记得这些人曾经努力帮助过

他们。”

夜晚的轰鸣

他们叫“炸街”

有没有驾照

一半对一半

中学生也玩

穿着校服被挡

■身份 24岁的在校大学生

■驾照 还没拿到

■回忆那晚 （车主）说我身高比较高,�

� � � � � � � � � � � �骑起来比较方便

■对事故 我恨不得让他们（受害者

家属）把我打死！

■说将来 马上就毕业了，本来打算毕

业之后直接就业的

■身份 开学将是大二学生

■驾照 年初前没有驾照，曾无证驾驶3年多

■回忆那晚 他说（驾驶人）李平骑车有些“好

胜”，喜欢超车，车速也很快。

■对事故 “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学校，对不起

所有人。”

■说将来 “出来之后，我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他表示届时还会骑摩托车

“无证飙赛摩撞死路人”追踪

摩托交给无照朋友开

20岁车主被刑拘

车主：曾无照驾驶3年 资深车友：如今爱好者里鱼龙混杂

“我认识得最早的耍摩托车那帮家伙，现

在都死得差不多了。”再有两年，杨师傅就快

满50岁了。回忆起20多年前，工厂里那帮骑摩

托的弟兄，他很唏嘘，“我开了几十年汽车，路

上见过太多摩托车出事了，惨！”

“肉包铁”、“要想死得快， 就买一脚踹”

———在摩托车爱好者的江湖，“摩托” 是一个

既富有魅力、又伴随着风险的名词，多少人为它

风魔。然而近年来，摩托车在学生中越来越普

遍，甚至从大学生蔓延到中学生团体。其中不少

学生属无证驾驶，隐藏着极大的事故隐患。

高危 不少中学生在玩摩托

李平和王永的摩托圈子， 在成都的摩托

“江湖”中，可以说是小得不能再小。已过而

立之年的“程哥”，是成都摩托爱好者圈子中

的资深人士。“现在玩摩托的人太多了， 什么

人都有。”他告诉记者，QQ、微信、陌陌，就可

以搜索到不少摩托圈子。

“不定期摩托骑游，随时街头耍特技：翘

头、炸街……”这是一个名为“极限越野摩托

车队”的自我介绍词。

“其实摩托车是很正常的爱好，只要车辆

来源正规，证照齐全，不危险驾驶，不扰民。”

说起“摩托族”现状，“程哥”也有些无奈。

“现在越来越多‘娃娃’骑车，甚至不少是中

学生。 年龄上不可能有驾照， 经济上又有限

制，通常是买辆一两千元的山寨摩托，改装消

音筒，开得震天响。还在公路上玩，很危险。”

今年5月15日傍晚，一辆无牌摩托车在府

青路一环路口被成都交警五分局民警拦下，

骑摩托的小伙子年龄还不到16岁。其实，交警

五分局曾多次在辖区内发现并挡获在校高

中、职校生无证驾驶摩托，甚至有高中生被挡

下时还身穿校服。

交警表示，学生缺乏交通安全意识，每到

放学时间又是车流高峰期， 他们骑摩托车危

险性很大。

“没驾照的，几乎占一半”

除此外，车辆的来源，无牌无照等情况也

让人触目惊心。“程哥”告诉记者，摩托车中

有“水车”一说，其中还分为“一水”、“二

水”———分别指的是全新的走私车， 和二手、

三手甚至盗抢、拼装走私车。这些走私的“水

车”通常来自广东。车行可以买车，订车，近年

来，甚至还可以通过网络购买。李平无证驾驶

的那辆GSX-600，正规进口价格约七八万元，

而“水车”价格要少一半。“这样的车只能算

入门级。”程哥说。

“我认识的人里面， 没有驾照和有驾照

的，几乎一样一半。”王永说，而不给摩托上

牌，更为普遍。“程哥”说，如果是正规进口的

摩托，是可以上牌的，但是大排量摩托无法办

理入城证。

肇事摩托上的大学生

行话·翘头：前轮离地，一轮高速前进。一些发烧友以此秀技术、秀性能

行话·炸街：夜深人静时引擎轰鸣。摩托车排气筒拆掉改直排即可。这扰民行为，对一些人却是博关注

行话·压弯：过弯时，骑车人身体挂在摩托车一侧让车辆侧倾，一些爱好者喜在危险路段练这个

出事前 填了保单还没缴费

车祸后，亲友感激救援人员救助，并打算将逝者部分遗产捐献

前日，绵竹市广济镇人民渠一支渠处，一

辆桑塔纳轿车不慎翻入水渠中，车上6人全部

遇难。而就在一个月前，驾驶员王建的父亲也

已因癌症离世。现在，这个家庭已经没人了。

而另一个家庭，也因此破碎，年龄最小的

遇难者黄文溪蔓的父亲黄云杰不停翻看手机

里女儿的照片，“女儿‘五行缺水’，找人算

过后取名黄文溪蔓，可还是因为水离开。”

驾驶人 车主

遭遇车祸离去的邓建明， 经营一家兔

头店，开在西北桥附近，店面异常窄小，毫

不引人注意———只有个长宽均一米左右的

小窗，小窗上扎一顶蓝色小雨棚，窗旁钉个

褪色的红招牌“邓氏兔头”，窗里则摆着两

个装满兔头的白铁大盆， 邓建明和表妹李

女士夫妇每天临街售卖，在20多年里，在成

都小吃圈攒下不错的口碑。

每天来店里买兔头的食客虽未排起长

龙，但也算是络绎不绝。在网上，关于这家

店有很多评价，除了说兔头鲜辣味美，也有

很多夸赞邓建明诚实的，因为“他每次都给

一大勺花生”，从评价中不难看出，其中不

少食客都是回头客。

邓建明姐姐唐女士介绍， 邓建明刚搬

进新房住一年多，那天出事，他正是在从店

里回新房的路上。出事之后，亲戚朋友，邻

里顾客， 数以百计的人上门吊唁。“他这人

咋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我们本来只准

备摆两天灵堂， 后来摆了五天， 花圈接到

200多个， 来吊唁的人实在太多。” 唐女士

说。

据新华社

3至4日的强降雨已造成四

川省雅安市1.4万人受灾，紧急转移1300人，

倒塌房屋18间。

记者17时30分从雅安市委宣传部获

悉，3日20时至4日11时， 雅安普降大到暴

雨， 降雨量大于200毫米的站点1个， 大于

150毫米的站点7个。 此次降雨为当地今年

入汛以来降雨强度最大的一次。

强降雨造成雅安市雨城区、名山区、荥

经县、汉源县、天全县5个县（区）59个乡镇

受灾，受灾人口1.4万人，紧急转移1300人；

倒塌房屋18间；公路中断16条次。

正常行驶的出租车， 突然遭遇侧面而

来的猛烈撞击。“的哥”下车一看，却只见

几乎散架的摩托车， 驾驶员不但没有受伤

倒地，放眼望去，方圆百米也没有驾驶员的

踪影———出租车驾驶员付师傅， 昨天中午

就在锦华路遇到这样的怪事。 更让人惊奇

的是，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这辆摩托车在失

控前，竟然是由一名只有十一二岁，身高不

到1.4米的娃娃在驾驶……

昨日中午， 成都商报记者赶往事发地

点、锦江区锦华路晨晖路路口。

出租车驾驶员付师傅向记者还原的事

发时的经过：11时许，他正驾驶出租车从北

向南沿锦华路出城方向行驶。突然间，车身

左后方传来的巨响让他吓了一大跳。 下车

一看， 一辆踏板摩托车径直撞上了他的左

后门， 绿色的车门被撞得严重凹陷。“乘客

幸好是坐在右后方。”付师傅说，他和乘客

都没有受伤，实属万幸。

随后发生的一切， 更让付师傅摸不着

头脑。摩托车严重受损，但在旁边却并没有

发现受伤的骑车者。放眼望去，方圆百米也

没有驾驶员的踪影。目击者称，在报警后，

120救护车一度也来到现场，但面对这起没

有伤者的车祸，很快便空车返回。

难道这是辆“无人驾驶”摩托车？

附近一家商铺的工作人员刘先生告诉记

者，在发生撞击前，这辆摩托车就从他们商

铺门外经过，他亲眼看见，驾驶摩托车的是

一名只有十一二岁的少年， 个头还不到1.4

米， 身穿短袖上衣和短裤。“那个娃娃不知

怎么从车上摔下来，车子却一直往前跑，我

正觉得奇怪，跟着就听见远处‘咚’的一声

巨响，出门才看见撞车了。”

这一说法得到了另外几名目击者的证

实，目击者李先生说，事发后，交警也迅速

赶到现场，将事故摩托车运离现场。

成都商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从目击

者描述的驾车男孩坠车地点， 到发生碰撞

的路口，直线距离接近百米。“按常理，这种

摩托车油门都在手柄上， 骑车的人都摔下

来了，应该不会跑。”目击者李先生等人分

析说，这辆摩托车可能是油门发生故障，这

才在驾车男孩摔落后， 仍能在惯性下保持

平衡向前行驶，直到撞车。

根据刘先生、 李先生等多位目击者描

述，驾车的男孩在事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这辆摩托车车

身没有明显的厂牌标记，也没有出厂铭牌，

车辆前后也没有悬挂号牌。这起离奇事故，

尚待交管部门进一步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实习生 范亚男

摄影报道

烈日下，38岁的黄云杰两眼通红，呆坐在

水泥台阶上，不停翻看手机中存储的照片，大

多是爱妻王波和宝贝女儿黄文溪蔓的照片。

黄云杰用缓慢语调介绍， 他和妻子王波

的结合相当不易， 两人都曾有一段失败的婚

姻， 离异后两人经过人介绍认识， 相处三年

后，于2011年走到一起。2013年7月，女儿的降

生给这个重组家庭增添了不少欢乐。

“她‘五行缺水’，所以我给她取了一个

带水的名字：黄文溪蔓。”黄云杰介绍，因为

上一次婚姻生了一个儿子，38岁才生了一个

女儿，夫妻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希望她能健康

成长，所以取名前专门测了“五行八字”，最

终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因为在一家机械厂上班， 事发当天他没

有送妻子和女儿到岳母家， 由妻子王波骑电

瓶车带着女儿回娘家。

“宝贝最终还是因为水离开。” 说着黄

云杰再一次哭出声来。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我认识耍摩托那帮人 死得差不多了”

赛摩

江湖

探访受害者家属

上百人上门吊唁受害人 包括一些老顾客

一家6口溺水身亡 追踪

取名字前

被说是“五行缺水”

人物

无人摩托突然冲出

拦腰撞上出租车

雅安遇入汛最大降雨 雨城名山等5县（区）受灾

车祸中的一家6口

■摩托车 无牌照，因为车主觉得上牌“麻烦”

1岁女儿 黄文溪蔓

无人摩托被撞烂

前日，李平向受害者家属下跪

昨日，王永被刑事拘留

父亲手机里的黄文溪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