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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娃开车，
抱娃开车
，
开得稳吗？
开得稳吗
？

今日
尾号
限行

被家中长辈举报
记2分罚款200元
亲人
举报

父亲
无奈

邱先生抱着 2 岁女儿开车(视频截图）

邱先生在成都交警六分
局接受处理

绵阳交警三大队组织心理测评

稳 字 当 头

“你容易烦恼和激
动吗？”
“ 感到大多人都
不可信任？”
“ 你感到比
不上他人？”……这是中
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
称中物院）培训中心心
理测评系统的题目。一
周前，绵阳交警三大队
先期试点，组织辖区的
94名重点车辆的司机进
行心理测试。昨日，测评
报告出炉，94名司机中
有7人表现出不良心理
状态，其中3人急需心理
干预介入。

开 车 上 路 ，

父亲双手握住方向
盘，好像在教女儿开车，
让2岁女儿坐在怀中，小
手在方向盘上摆弄。这
一幕被坐在副驾驶的妻
子拍摄下来，发到家庭
微信群中，遭到了家中
长辈的批评。让这名父
亲意外的是，家中长辈
竟然把这段视频上传到
“蓉e行”平台进行举报。
这 一“ 大 义 灭 亲 ”的 行
为，背后有什么故事？

交警
处罚

驶，危险驾驶！”尽管该举报信息并不符合“竞
速驾驶”的相关定义，但视频中男子的行为仍
涉嫌交通违法，
随即民警展开了调查。
经调查发现，视频拍摄者是驾车男子的
妻子，而举报人则是男子家中的长辈，举报的
目的，是为了让该男子到交警部门接受教育，
安全驾驶。

女儿哭闹 只好抱到方向盘前开车
昨日下午2点，
被举报男子邱先生来到交警
六分局接受处理。
邱先生告诉记者，
8月27日下
午1点40分左右，
他驾车载着妻子和2岁女儿回
家，
女儿一直由妻子抱着，
快要到家时，
女儿一
直哭闹不停，于是他只好抱到怀中安抚情绪。
“平时女儿跟我比较多，
那天在车上就一直哭着
要我抱，
大概离家只有百来米了，
我想到快到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
这一招貌似很见效，
很快，

女儿停止了哭闹，
坐在他怀中玩耍起来。
“当时车速很慢，只开了一百多米，很快
就到家了。”邱先生说，由于家人询问他们何
时到家，坐在副驾驶的妻子便顺手拍摄了一
段视频发到微信群中，告知家人马上到家，因
此出现了举报视频的那一幕。当视频发到家
庭群里时，立刻引起了家中长辈们的批评，称
抱着孩子驾驶很危险。

妨碍安全驾驶 记2分罚款200元
可没料到的是，第二天，家中长辈便向
成都交警进行了举报。
“ 我 妈 、她 爸 妈 看 到
视频后就开始说我，不安全，后面把我举报
了 ，说 应 该 到 交 警 部 门 去 接 受 教 育 。”对 于
此事，邱先生表示自己确实做得不对，长辈
的举报行为很正确，自己一定会吸取教训，

安全驾驶。
目前，邱先生因其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
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交警部门予以记2分，
罚款200元的处罚。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一
定要遵守规则，
规范行车。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心理稳吗？
心理稳吗
？
可以测测

绵阳试点司机心理测试
94人中3人急需干预介入
测评

主要反映近两周心理状态
一周前，绵阳交警三大队民警与中物
院培训中心两名专家一起，将心理测评系
统接入了辖区客运公司、幼儿园、危化品企
业等重点车辆企业的电脑上，组织94名司
机进行了统一的心理测试。
这一套测试题共有90道题目，
都是问答
题，分为了5个选项，分别为“从无、轻度、中
度、
偏重、
严重”
，
每个选项代表的分值不同。
而且，
90道题目中，
将反映出测试者的10个心
理指标，
包括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
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所有题目规定完成时间为20分钟。
当天，
94名司机中，
有的6分钟完成了所
有题目，有的则做满了20分钟。测试题目答
完后，
经过中物院培训中心两名专家一周的
分析，昨日评估报告出炉，有7名（占总数
7.45%）驾驶人员表现出不良心理状态，
其中
4人的情况较轻，
建议加强自我调节，
观察症
状再行决定，
当前能从事一般工作。
另3人急
需心理干预介入，
建议近段时间不要从事心
理压力过大、
危险系数较高的工作。

明日 阴 22℃-26℃ 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新华大道三槐树路

水管爆了，交通管制
管制预计持续到今天中午，车辆需绕行

昨日下午两点，新华大道游
泳池公交站旁的机动车道上，一
股水流冲开窨井盖，喷涌而出，自
来水沿着地面奔腾而去，绵延两
百多米，漫进周边小区。突如其来
的一场大水，迅速没过路人脚踝，
辖区交警部门迅速赶往现场，疏
散三槐树路段的车辆，并对现场
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自来水管
网抢修部门也赶到现场，利用工
程车对现场进行抢修。

●交通管制
预计持续到今天中午
据抢修人员介绍，事故主要
是因为一根主力输水管道爆管，
预计将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完成
抢修，而辖区交警部门也表示，在
抢修结束前，将对红星桥下的所
有车辆进行左右分流，经过这里
的车辆需要提前绕行。
昨日，赶在5点30分的晚高峰
到来之前，现场交警在红星桥头
继续疏散着过往车辆，而在整个
新华大道，交警部门也对社会车
辆进行了动态分流，确保这条交
通要道畅通。由于爆管位置发生
在新华大道自西向东出城方向的
机动车道上，迅速漫上路面的自
来水，使得一些电瓶车难以通行。
现场民警立即展开了管制，到了
下午4点左右，事故地点进行打
围，一旁只留下了一条小道，以便
一些非机动车通过。
“预计交通管制将持续到13
日中午。”据民警介绍，管制将根
据施工进度进行具体调整。

●事故现场

这些症状要当心

市民脚套塑料袋涉水

躯体化：主要表现为身体轻微不
适，包括心血管、胃肠道、呼吸和其他
系统的轻微不适等。
强迫症状：主要表现为明知没有
必要，但又无法摆脱的无意义的思想、
冲动和行为。
人际关系敏感：主要表现为人际
交往中有轻微自卑感，在人际交流中
有不良自我暗示等。
抑郁：表现为偶尔有苦闷的情绪，
生活兴趣轻微减退，
缺乏活力。
焦虑：表现为偶尔烦躁，坐立不
安，
紧张。
恐怖：表现为容易对一些场所和
物体发生恐惧，并伴有轻微的躯体不
适症状。
精神病性：表现为大脑机能活动
轻微紊乱。
其他：表现为饮食睡眠方面存在
轻微的症状。

突发大水，冲进了周边小区，
小区工作人员赶紧用木板、防洪

事故处理现场

沙袋，抵挡凶猛的水势，周边一些
居民，也将塑料袋套在脚上，涉水
经过，穿着凉鞋的市民干脆脱了
鞋子在水中行走。据附近商家介
绍，水最大的时候达到脚踝位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水刚刚平
息一些，一旁的高达十多米的路
灯和行道树又倒下来，拦在路中
央，园林绿化部门又赶往现场进
行施工。
据现场成都自来水公司城东
管网所的相关人士介绍，下午两
点接到抢修命令后，他们就派来6
辆车子进行抢修。到达现场后，关
闭了附近所有闸道，最终发现是
一根直径一米的主力输水管道自
然爆管。爆管的具体原因，有待进
一步调查，完成抢修任务预计要
在9月13日中午12点之前，由于是
主力输水管道，周边居民的生活
用水并不会受到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陈薪屿 摄影记者 郭广宇

稻城亚丁 游客日最大承载量增多
又一年国庆大假将至，你还
记得去年你在景区被堵的经历
吗？去年你是否为景区超过最大
承载量而限流郁闷不已？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甘孜
州稻城亚丁景区管理局获悉，该
局于10日发布通告称，经过科学
核定和国家旅游局的规定，景区
游客日最大承载量为16054人。成
都商报记者注意到，16054人的承
载量相对于2016年，增长了近一
倍。2016年9月14日，稻城亚丁景

区国庆限流公告称，2016年10月1
日～10月7日，每天仅限制8150人
进入。
不过，由于今年国庆长假有8
天时间，考虑到这一情况，甘孜州
稻城亚丁景区管理局已开通网上
订票，并建议游客们根据出行情
况，可在稻城亚丁景区官网等预
定最长一个月后的门票，成都商
报记者发现，目前，该景区官网上
已 可 预 订 10 月 12 日 的 门 票 。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兑彩票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第
17248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 ：849；排列5中奖号码：
84977。●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17107期开奖号码：
4179011。

结果与司机表现基本相符

企业

王先生（化名）是参加此次测评的司机之
一，他是某客运公司专门开旅游包车的司机，
测评结果显示，他10个心理指标有8个都比较
严重，表现在“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
敏感”
“ 抑郁”
“ 焦虑”
“ 恐怖”
“ 精神病性”
“其
他”。中物院培训中心专家陈梦雪分别对这些
指标进行了介绍。
那么，王先生的实际工作表现，是否和测

评结果相符呢？昨日，王先生所在客运公司负
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王先
生确实情绪不好，经常和领导顶嘴、吵架，还
偶尔有烦躁等情况出现。
另外两名情况比较严重的司机，都是一
家危化品企业的司机。该企业的负责人介绍，
通过测评，再仔细想想平时工作的细节，测评
结果与司机表现基本相符。

对症状严重者进行心理疏导

建议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在绵阳交警三
大队进行了一次测试，记者只用了不到10分
钟就做完所有题目。
绵阳交警三大队大队长雷勇介绍，
近两年
国内发生的很多案例，
都是司机的心理状态起
着决定作用。目前，绵阳交警三大队已将此次

测评结果通报给了相关企业，
并建议企业尽快
对相关人员进行干预，
对症状较重的驾驶员进
行重点关注，
对症状严重的驾驶员进行心理疏
导，确保驾驶员行车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从而减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徐玮婕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图片由交警提供

退休教师闲不住 校门口维持秩序
当了 40 余年老师，直到退休，方
德久仍然停不下来。去年 1 月份，60 岁
的方德久从他工作了 33 年的温江区
东大街第一小学正式退休。可他仍然
常常活动在校园内外，主动当起了秩
序员。
温江区东大街第一小学位于温江
老城区，周边街道狭窄拥挤，尽管校园
不大，却有两千余名学生就读。每到上
学放学时候，校门口前来接送孩子的
家长就特别多，尤其是放学时，为了把
学生顺利交到家长手里，老师、保安，
常常几个人忙到不行。

成都 今日 阴 23℃-26℃ 北风1-2级

好危险 让儿童参与驾驶
8月28日，成都交警六分局在“蓉e行”平
台上接收到一条信息，举报者在“竞速驾驶”
一栏中上传了一段男子抱着小孩开车的视
频。视频中，男子双手握住方向盘驾车，小女
孩坐在其大腿上，小手在方向盘上摆弄，看上
去男子在教小孩开车，
视频持续了约10秒钟。
同时，举报者还留言称：
“ 让儿童参与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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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9 月的开学季，家长们突然
发现，校门口维持学生秩序的人群中
突然多了一个熟面孔——方德久。之
所以熟，还得跟方老师的年龄挂钩，这
位身板结实的老师已经在学校执教
30 余年了，不少学生家长都曾是他的
学生，在家长圈中，可谓颇有声望。
昨日下午，周二，学校一二年级的
放学时间安排在了 4 点半。4 点开始，
学校后门的小广场上就开始陆续地聚
满家长，人群中，方德久也出现了。
“家
长们麻烦往过道边上靠一下，不要挤，
娃娃们一会会挨个地走出来。”一到现

场老方就开始“安排”起工作。时间一
到，铃声响起，老方又快速地走进了校
门内，帮着各班班主任整理着学生队
伍，
“一三班的娃娃排好哈，来，跟着老
师出去，
不要抢。
”……
一连七个班级，依次从校门内排
好队伍，带着学生走到广场中央，再把
学生交到家长手上，半个小时就这样
过去了。
“这里主要是一年级的娃娃，
因为刚刚开学，娃娃小不清楚该走哪
个门，家长也不放心，挤着来接，我在
学校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自己孙儿也
在读二年级，也要来接，就干脆把一年

编辑 郑然 美编 叶燕

级娃娃送走，再接孙儿，就刚刚好。”老
方说。
面对记者的采访，老方很是不好
意思，连连摆手，
“要不就不说了嘛，就
这么大点事。”但其实，在老方身上依
旧还是一种放不下的教师情怀，
“从年
轻上到年老，30 多年一直都在学校，
突然说退休了，一时半会，他其实还是
放不下学生 的 ，也 放 不 下 学 校 。”副
校长鄢光文说，
“应 该 这 样 讲 ，他 身
上就是有种特殊的情怀，老教师的情
怀。”一旁的老方，听罢，微微一笑，
“啥
情怀哦。
”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成都商报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7248期
开奖结果：856。●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17107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32、30、08、
09、15、17，蓝色球号码：06。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
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缺牙市民福利 华西老专家开讲种植牙
拨打四川名医健康大讲堂热线028-69982575免费报名
众所周知，种植牙是目前
理想的缺失牙修复方式，那么
种植牙到底是怎么种的？种牙
过程疼不疼？种好之后能不能
想吃就吃？9月14日，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健康大讲堂特别邀请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修复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牙医
师学院院士（ICD），国家科协口
腔材料学学科首席专家陈治清
主讲，
帮助缺牙市民了解种植牙。
近日，第九届中德国际种
植学术论坛于北京、广州两地
同步启动。陈治清教授作为华
西口腔代表，与来自中德两国
的牙科专家展开学术交流。市
民参加讲座，现场可获得学术
会主办方援助的德国种植体。
此外，四川名医联合8020拒绝
老 掉 牙 行 动 ，现 场 提 供 3000~
7000元每颗的慈善基金援助。
活动内容：
1.公益讲座《维护一口好牙
拥有一生健康》：老年人为何会

腾讯微博：
@成都商报

掉牙？掉牙了怎么办？种植手术过
程无菌严格吗？种植手术过程中无
痛吗？种植后质量如何保障？种植
牙 能 用 多 久 ？2. 现 场 免 费 口 腔 检
查、华西口腔专家一对一咨询；3.
报名成功即可免CT费、免全景片
检查费、免挂号费、免专家诊疗费、
免种植术前化验费；4.所有参与活
动 种 植 牙 的 顾 客 ，均 可 获 得
3000-7000元/颗的种植牙基金援
助；5.讲座现场种三颗免一颗，并
可抽奖获得5颗免费种植牙名额，
每人限一颗；6.参与活动种牙均可
进行医保报销，并由中国人寿保险
公司提供5年种植牙质保。
报名电话：
028-69982575
地址：成都市书院西街1号亚
太大厦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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