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分24秒，卢的车再次超车，这次可以听到卢的方向有一句大

声喊话：“你吼啥子吼。”14分30秒，张某说着“停到边上，停到边

上。”随后，将卢的车别停在娇子立交桥下。之后，车内的娃娃开始

喊着“妈妈”大哭。张某的妻子大声说：“你这车别我们，碰到了娃

娃的头。”“你看看你别了我们多少次。” 随后视频画面终止。随

后，就发生了微博上广为传播的画面：男司机张某从车内拖出女

司机卢某，并采取多次踹其头部式的殴打。

西三环将添两条快速通道

有望明年通车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李彦琴）

对于住在成都市武侯新城生活的居

民来说， 交通不畅带来的诸多不便

将随着今年两条快速通道的建设而

结束。日前，成都市环保局官网对万

兴路快速通道和武侯新城快速通道

建设工程环评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这意味着这两条快速通道建设有了

最新的进展， 预计2016年基本形成

通车能力。

根据环评文件显示， 万兴路快

速通道起点为太平园中四街， 上跨

三环路后到达万兴路与聚龙路路

口。万兴路上跨桥为双向四车道，桥

面宽15.5米。 整个快速通道全长1.2

公里。 武侯新城快速通道建设工程

沿武科东四路上跨成都三环西二

段，经果盛路下穿铁路西三环，止于

东晋吉西三街与晋吉北路相交处。

武侯新城快速通道整体呈东西走

向， 自西向东经过的主要横向道路

为：三环路（上跨三环路）、果堰街、

武晋路、铁路西环线，全长约1.3km。

记者了解到，目前武侯区境内三

环路长约7.5公里，西南面只有依赖老

川藏路、武侯大道、草金路三条出入

城主通道， 高峰期道路拥堵严重。而

武侯新城快速通道和万兴路快速通

道建成后，将实现三环路内外区域的

快速连接，更方便市民通行。

责编 徐剑 编辑 邓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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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胡挺 李惠

实习生 杨艳琪

五一小长假期间， 成都商报联合交

管部门发起“随手拍”曝光侵占应急车

道的倡议，全国五城主流媒体联动报道。

成都商报微信公众账号、 成都商报邮箱

总计收到市民举报照片14766张。 我们第

一时间将举报材料呈递交管部门， 目前

118组照片通过初筛，交管部门将在调查

核实后对这些侵占应急车道的驾驶员作

出处罚。

五一小长假期间， 部分违法占用应

急车道车牌：

皖AZW012，川TT9838，川AC81B5，

川AQT695， 新NM7326， 川AQ7325，川

AP33Y0， 川 AEG696， 川 ACU103， 川

A97354， 川 TV8070， 川 ARP371， 渝

AYY736， 川 A10127， 川 LA6632， 川

A54W27， 川 AY235E， 川 RBF222， 川

RAA003， 川 A7Y787， 川 A063T2， 陕

AC5T56， 川 J5A556， 川 A3KM36， 川

ZDZ221， 川 A6GA19， 川 A530MK，川

FJM620，津HK7187，川AZU293……

知道不能侵占应急车道，不好意思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对五一小长假

期间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部分驾驶员进

行了采访。

车牌照为川AEG696的车主袁先生称，

五一期间， 他与同事分别驾车经成雅高速

出游，因为同事的汽车开在前面，两车之间

的距离拉得比较远，“我怕不知道从哪里

下高速，所以占用应急车道走了10多米，然

后就回主道了。”袁先生说，他知道在高速

公路上不能侵占应急车道。最后，袁先生对

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好意思”。

“没有哦？ 我没有侵占应急车道

哦？”川TV8070的车主林先生说，他开车

已有10多年时间， 晓得侵占应急车道的

危害性，“侵占应急车道要扣6分， 哪敢

哦！”林先生表示，他不记得自己五一小

长假期间在高速路上有违法占用应急车

道的行为。

大部分照片不能用 主要有四大原因

五一小长假期间， 成都商报联合交

管部门发起“随手拍”曝光侵占应急车

道的倡议，成都商报微信公众账号、成都

商报邮箱总计收到市民举报照片14766

张。交警六分局民警陈浩说，有很多热心

市民发来了照片，但是大部分都不能用，

主要的原因有四点：

一是照片数量不足，仅凭一张照片，

交管部门是不能作出认定的；

二是违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的情况

反映不足， 虽说高速公路上最右边车道

一般都是应急车道， 但是很多照片因为

各种原因， 没能反映出应急车道左侧的

实线和右侧的护栏；

三是反映违法车辆的位移不足：1、

大家同时在行驶， 反映不出违法车辆的

位移；2、没有参照物，看不出位移；3、位

移距离不明显；4、镜头移动了，车辆的位

移就不能认定了；

四是行车道拥堵状况反映不足，很

多照片只看到了自己前面的车和右边违

法车辆，看不到拥堵的状况。

不过，陈浩肯定了市民“随手拍”举

报侵占应急车道的积极性，“市民积极参

与，对侵占应急车道的车辆起到了很好的

监督作用，能有效降低侵占应急车道违法

行为的发生。”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躲避查酒驾

轿车逆行撞坏警车

路遇查酒驾， 轿车司机强行调

头，在马路上逆行。迎面驶来的警车

欲将其逼停， 不料轿车司机直接驾

车撞向警车，逃之夭夭，致警车上一

名民警、 一名协警受伤……5月2日

晚上， 一辆车牌照为川AH15C1的

长安轿车， 在青羊区西货站路上演

了这一幕。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交

警四分局获悉， 肇事司机谢某因涉

嫌妨害公务罪已被刑事拘留。

5月2日晚上8时56分，交警四分

局民警正在西货站路设卡查酒驾。

此时， 一辆车牌照为川AH15C1的

红色长安轿车， 在距离检查点还有

大约30米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这

一幕， 被正在路边街沿上巡逻观察

的交警发现。 交警四分局民警郑云

介绍，红色轿车突然调头，正在查酒

驾的民警发现了异常， 朝司机大喊

“停车”，并做出了阻拦和停车的手

势。然而，红色轿车并未停车。

“有一辆车牌号为川AH15C1的

红色轿车， 在西货站路上逆行

……”交警立即在对讲机中寻求支

援。与此同时，一辆赶来查酒驾的警

车，行驶到了西货站路上，朝红色轿

车迎面驶来，试图逼其停车。然而，

红色轿车丝毫没有减速， 车头左侧

与警车正面相撞。之后，红色轿车没

有停车，扬长而去……

郑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因为

两车相撞时冲力太大，警车上，一名

民警和一名协警均受了伤。“民警

下巴肿了，手臂被划伤；协警伤得更

重，是脑震荡。”

随后， 交警立即联系了红色轿

车车主谢某， 通过电话和短信向其

宣布政策， 劝其自首。5月3日上午8

时许，谢某拨打122电话自首。

郑云称，事发时，谢某没有系安

全带， 其门牙牙床被撞断，2颗门牙

受伤。据谢某交代，事发前，他与姐

夫在家吃饭，其喝了一瓶啤酒，饭后

开车送姐夫回家， 返回途中遇到交

警查酒驾，“害怕被抓到，所以开车

跑了。” 记者了解到， 谢某今年26

岁，无业，前晚已被刑事拘留。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大二学生

登四姑娘山受伤昏迷

5月2日这天，18岁的大二学生

王志伟和同学来到四川的四姑娘山

登山，中午时分，王志伟在四姑娘山

滑坠摔伤，目前处于昏迷状态。

其父亲王茂华说，5月2日， 王志

伟从四姑娘山景区海子沟鹰鸽嘴峰

往下撤， 当时王志伟坐在雪地上，慢

慢往下移动， 开始坡度不是很陡，但

速度却越来越快。“当时可能就停不

下来了，往下滑了三四百米。”王茂

华说，儿子摔倒的时候，脸和身体朝

雪地。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姑娘

山景区管理部门了解到，接到求救电

话后， 管理方先后派出了3批救援人

员，一共18人，成功救出王志伟。

昨日下午，记者从四姑娘山景区

官方微博了解到，“经查， 王姓驴友

一行15人， 重庆某高校学生，5月2日

在协作的带领下到四姑娘山管理局

办理了大海子露营手续，涉嫌违规登

山，发生了事故”。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市民拍摄14766张举报照片 118组照片通过初筛

拍死

加油!

占道车霸

曝光台

对话违法者

交警详解

打人的男司机被刑拘

昨日下午，成都警方通报

事件情况。成都商报记者从警

方处获得了整个事发经过的

视频，该视频来源于男司机张

某的行车记录仪。从视频上可

以看到，起因为女司机卢某从

左侧第二根车道突然变道至

第四根车道，随后双方疑似斗

气，多次互“别”对方车。这期

间，娃娃在车内叫着“妈妈”

放声大哭。

警方还公布了一段视频，

张某及其妻子分别向伤者和

社会致歉。 受害者家属则表

示，不会接受和解，正在通过

司法鉴定机构验伤。

打人司机

被刑事拘留

昨日，成龙路派出所向媒

体通报称，3日下午2时许，110

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娇子立交

桥下有男司机正在殴打女司

机。警方立即赶至现场，到现

场后发现男司机张某对女司

机卢某的殴打已经结束，随即

将张某、受害人卢某及证人带

回派出所。

据警方调查，张某驾驶一

辆红色大众车辆在行驶过程

中，认为卢某驾驶的红色现代

车辆阻碍了行驶。随即，张某

将卢某车辆逼停，并将张某拖

下车进行殴打。在张某试图离

开时，被周围群众拦截。张某

以为周围的群众是要打他，所

以从车内取出一把螺丝刀挥

舞， 在群众与张某抓扯过程

中，张某划伤了一名参与拦截

的出租车司机的头部及面部，

导致出租车司机两处皮外伤，

形成轻微伤。

警方认为， 根据目前证

据，张某随意拦截车辆，并殴

打他人堵塞交通的行为，已

经触犯刑法。目前，警方以涉

嫌寻衅滋事罪对其刑事拘

留。而女司机卢某，虽然从第

2条车道变道至第4条车道，

但由于正在虚线上变道，因

此并未违反道法。

伤者家属：

将走法律途径

卢的父亲表示， 对于此

事，他们希望走法律途径。

其家属给成都商报记者

看了一份病情证明书， 上面

显示着卢某的伤情： 轻型脑

震荡、左颧弓骨折、左眼眶前

侧壁骨折、 左上颌窦上壁骨

折并积血、右肩部损伤、全身

多处皮肤软组织损伤、 左眼

球结膜下出血。卢先生称，就

在昨日相关的司机鉴定机构

也来到了医院，为卢某验伤，

伤情鉴定报告预计会在3日

后出来。

昨日，成都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民警李威佟发布长微博，分析了女司机被打的原因，并称此次暴力事件完全可

以避免。“有些道理还是想说，女司机被打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她先是突然切换三条车道，别了男司机，男司机路怒症

爆发，追上女司机反别一下后迅速向前行驶，女司机又加速追赶上来，再别男司机，并摇下车窗大吼，最终招致被暴

打。如果双方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而非以暴制暴，女司机不会被打，男司机也不会铸成大错。

12分46秒

随后，在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中，张某

面对警方的提问时，在看守所中道了歉。

警方： 你现在对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

法呢？

张：

非常后悔，一时冲动酿成大错。

警方：你有什么想对被你殴打的女子说的？

张：

我想对伤者和伤者家属说一句，非

常对不起，是我的一时冲动对你们的家庭造

成伤害，我非常抱歉。我也非常悔过，我也因

此破坏了自己的家庭，对不起。

警方：你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对他们家属

造成了伤害，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家属说的？

张：

对不起，因为伤害了你们的女儿，

我在动手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这么多的问

题。我也是别人的子女，我应该换位思考，

对不起，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辗转得到在此

次事件中打人的男司机张某的手机号码，电

话接通后，一名女子接了电话，在确认女子

的身份后，成都商报记者表明了身份，对方

突然说：“你打错了。” 然后迅速挂断了电

话。成都商报记者此后向这个手机号码发了

多条希望进行采访的短信，未获回复。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多次拨打张某

妻子的手机号码，但接通后对方表示不愿意

接受采访。之后，该号码显示“已停机”。

而在微信朋友圈， 一网友发了这样一

条内容：新闻里肇事司机的妻子我认识，我

看到这则新闻时比较震惊， 这一对年轻父

母，孩子不到两岁，都受过良好教育，应该

不会这么冲动的， 看了网上报道人肉出她

的地址电话车牌号码，我给她打了电话，她

暂时没有办法面对媒体和大众， 他们车上

也有行车记录仪，已经交给警方，希望公安

机关尽快还原事件的真相， 他们也面临了

严重的后果，舆论的方向，大家的愤怒，可

能的刑事责任， 这些起因是年轻父母看到

幼儿两次从安全座椅撞到玻璃上， 最后一

次还被撞出座椅，头、手、颈部受伤，一时控

制不了铸成大错。不管怎么样，事情都发生

了，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行为负责，这事也

是对大家一个警钟吧， 摩擦发生时大家都

克制些，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愿伤者早日

康复，希望朋友夫妻早点渡过难关。不过，

这名网友不愿接受采访。

如何防范

暴力事件

成都市公安局

政治部宣传处民警

李 威 佟 提 出 了 建

议， 希望女司机在

行车中加以预防 ，

防止暴力事件的发

生。一，车辆行驶过

程中， 车门务必落

锁。 两侧车窗不要

开得过大、过低，以

手及手臂伸不进车

内为底线。停车时，

遇陌生人敲车窗询

问，务必保持警惕，

有所防备， 对于女

司机的安全防范尤

为重要。二，如果对

方已将手或头伸进

车内， 女司机应尽

量一边自我保护 ，

一边迅速将车门落

锁。落锁之后，可用

指 甲 挖 划 对 方 手

臂， 让对方产生痛

感而退缩， 可用手

掌推击面部， 伺机

关窗。 千万不要用

牙咬 ， 非常危险 。

三， 如果对方想致

女司机于死地 ，女

司机可挂挡直接向

前或向后开， 通过

车辆摆脱对方对自

身威胁。 一旦对方

无法直接攻击女司

机，就算踢打车辆、

敲打玻璃，将留给女

司机防卫、求助的时

间。四，驾驶技术不

好，一旦上路，不怕

事，也不惹事，谦虚

谨慎，戒骄戒躁。

民警建议

记者从警方处看到多段视频， 源为张某的行车记录仪：5月3

日14点10分30秒，开在左侧第三条车道上。14点12分44秒，行至距

龙兴大道出口100米处， 女司机卢某所驾驶的红色现代轿车尾部

亮着右转向灯，开在左侧第二条车道上。12分46秒，卢某的车突然

开始变道，距离张某的车目测为10米以内。12分50秒，卢某的车已

变道至第四条车道。根据行车记录仪视线的变化，可以看到，随着

卢某的变道，张某的车辆也偏向了第四条车道。

打人司机道歉：

一时冲动酿成大错

12分53秒，张某跟随卢的车辆一起行驶至辅道，卢的车辆似

乎点刹了一下，车身顿了一下。张某的车似乎被别了一下，后急踩

刹车降速，从卢车侧面变至后方。12分57秒，张某提速从卢车的左

侧向前超车，并嘟囔了一句“XX开不来嗦。”13分03秒，可以看到

卢车从张某车辆的右侧试图向前超车，但未成功。

13分22秒，张某的声音出现在视频中，他说：“把XX（娃娃

名）抱好。”车辆加速前行，车内的娃娃哭喊着“妈妈”。

13分32秒，卢车再次超车，并甩盘子“别”了一下张某的车。

13分35秒，可以清晰看见卢某摇下车窗，将头探出车窗，说了句什

么，但不能分辨。此时，张某再次超车，娃娃在车内开始大哭。13分

42秒，卢再次试图超车，但未成功。此时，张某声调明显提高，开始

大吼：“XX开不来嗦。”娃娃放声大哭。

14分05秒， 车内张某的妻子嘟囔了一句：“她（卢） 还要来

啊。”张某继续向前开，14分11秒，张某大声说：“算了，算了。”

12分53秒

13分35秒 14分24秒

男司机狂打女司机

行车记录仪还原两位司机开“斗气车”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