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驾车撞倒多个
警戒锥桶迅速逃窜，
冲上人行道冲散拥
挤人群后，接着在对
向车道逆行，途中交
警不断示意停车，司
机视若无睹继续前
行。直到前方道路被
车辆挡住，已无路可
走。此刻，司机竟做
出 了 疯 狂 的 举 动
——钻进正常排行
的车辆中间空隙中
强行穿行逃跑，连续撞击了6辆汽车后，最
终因车辆损坏无法继续行驶才被迫停车。

1月1日0点34分左右，一辆号牌为川
ATH201的克隆出租车，沿顺江路往合江
亭方向行驶，当行驶至九眼桥路段时，遇
到交警三分局执勤民警示意停车接受检
查，“该车没有停车，而是撞倒多个锥形桶
后，往滨江东路加速逃离。”成都市交警三
分局民警袁毅说，他立即通知前方的同事
进行拦截，当该车逃窜至香格里拉酒店门
前路段时，遇到民警再次对其拦截，该车
仍然拒绝停车。为了避开检查继续通行，
出租车不顾群众安危，变道冲入人行横道
上。暂时躲开了民警拦截后，更疯狂的一
幕发生了。成都商报记者从天网监控视频
中看到，这辆出租车从人行横道回到机动
车道，又驶入对向的机动车道逆行往合江
亭方向疯狂逃窜，逆行了50米后，再次遇

到民警拦截，此时前方车辆排行，无法正
常通行，该车直接撞开两侧正常排行的车
辆，从中间的空隙中强行穿行逃跑。在连
续撞击了6辆汽车后，最终因车辆损坏无
法继续行驶才被迫停车。车辆停下来后，
十余名警察立即上前挡获，而此时驾驶员
却紧锁车门，无论民警怎么要求，他也不
愿意下车。由于现场情况危急，民警只好
采取强制措施将其控制。民警随后还在其
车上发现了680元假钞，经过调查发现，该
车是一辆克隆出租车。

“李某驾车逃避执勤民警检查，严重地
危害了道路上正常通行的行人及车辆等不
特定对象的人身财产安全。”成都市交管局
重案大队民警杨宇说，1月25日，李某因驾
驶员李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被成都市交管局依法刑事拘留。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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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友提供线索
“他看上去状态不大好”

川大副教授在赵公山失联已经5天，
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该事件在被报道之
后，引发广泛关注，部分在20日当天到赵
公山徒步的驴友致电成都商报，提供他们
所了解的蛛丝马迹。

在连日的搜救过程中，为了找到更多线
索，救援人员将失联者的照片发送到了一个
驴友微信群里。24日晚间8点左右，一位自
称在山上见过失联者的赵姓驴友，与搜救队
取得了联系，提供了一条线索。该驴友告诉
记者，20日当天上午11点半左右，也就是失
联者电话关机两个小时后，他在赵公山上靠
近庆云寺的三千银，见到过失联者。

“当时我往山上走，看到他拄着拐杖站
在我左边，由于道路很窄离得很近，我能够
清晰地听到他急促喘气的声音，也看到了对
方的脸。”该驴友说，看到对方上气不接下
气，还提醒了他一句要均匀换气。“他看上去
状态不太好，还说昨天感冒了，由于沿途还
有些驴友，我以为对方有同伴，我也在行进
过程中，就只和他简单地交流了几句。”

由于该驴友提供了这一条重要线索，
24日晚8点40分左右，玉堂镇搜救组立即
与目击者取得了联系，了解具体情况，迅速
组织当地5名干部群众，连夜进入赵公山，
对驴友所说的见到失联者的区域进行搜救。

同时，24日下午5点进山，晚上驻扎在
山上的蓝天救援队四川总队，也迅速展开
搜救。搜救区域以三千银为中心扩散，包
括倒栽子坪-庆云寺至山顶的区域，以及
灯杆坪、迷魂岗、三千银路两旁片区。

25日上午，自称见过失联者的这名驴
友，也赶到了都江堰玉堂镇，带领一支搜
救队，走到了当天见到失联者的位置，联

合蓝天救援队以及当地志愿者组建的救
援队进行重点搜救。

空中力量增援
直升机、无人机先后起飞

25日下午两点，玉堂镇搜救组与驼峰
通航两名飞行员经过讨论，确定了空中搜
救的区域，仍以驴友见到失联者的地点周
围为主。

从早上到下午，都江堰玉堂镇境内持
续下着雨夹雪，山中水雾弥漫，直到下午3
点，天气状况稍有好转，雾气逐渐散开之
后，直升机起飞进山。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山中的事物，直升机
几乎是贴着山坡上的树木顶端飞行，从机舱
俯瞰赵公山，植被已被白雪覆盖，灌木丛中，
遍布野草藤蔓，仍旧没有发现有人的踪迹。

下午5点半，成都市公安局警务航空
队携带四架工业级无人机到达赵公山搜救
接应点。据介绍，四台无人机分别装载了高
倍变焦镜头，携带光学和热成像技术设备。

警航队员启动多旋翼无人机，到达离
起飞地420米左右的位置，进入了浓雾层，
最高飞到了600米的高空，也没有穿过雾
层，“由于云雾太厚，我们目前无法清楚地
判断山顶的高度，因此给划分搜索区域带
来了很大难度。”一位警航队员说。

随后，无人机又沿上山的路飞行，除
了山间小道以外，路两边往外延伸150米
的范围，均在显示屏中能够清晰地看到，
直到25日傍晚，并未发现有重要疑点。

26日，成都市公安局警航队将继续用
无人机进行高空搜索，据介绍，无人机将
以上山小路为中轴线，以“之”形轨迹大范
围覆盖，划出不同的区域，再用高倍变焦
和热成像技术进行精确搜寻。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
彩票全国联销“排列
3和排列5”第18025

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543；
排列5中奖号码：5436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8025期开奖结果：647。●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8011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7、10、03、21、23、33，蓝色球
号码：11。（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驴友称曾见过他
无人机加入搜救
搜救队展开重点区域搜救，暂无结果

躲避执法 连撞六车

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
克隆出租车司机被刑拘

三个肇事者
责任咋划分

搜救现场（视频截图）

一车撞倒在地
两车先后碾压
老人车祸身亡

时间已经过去一周，杜先生还在焦虑地等待结果。
一周前的1月18日清晨，杜先生的父亲在横穿西充县
凤鸣镇境内的212国道线时，先后遭遇了三辆车撞击、
碾压，西充县交警大队民警接到报警匆匆赶到现场时，
杜大爷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警方表示，三名肇事嫌疑
人目前已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这起悲惨的交通事故，责任该怎么划分？

悲剧发生于1月18日清晨。
早上7时许，西充县凤鸣镇

佛归寺村的天色还未完全大亮。
64岁的杜大爷和老伴谢和英（化
名）向县城的方向出发了，进城
的主要目的，是将家里收获的花
生背到县城的市场销售。

两位老人沿着村公路，一
前一后朝村口的 212 国道走
去，按计划，两人会穿过国道
线，到对面去乘坐开往西充县
城的大巴车。但是，当两人走到
村公路与国道交界处时，杜大
爷碰到一个熟人，便停下来和
对方说了几句话，然后再提着
10 多斤花生独自过马路。此
时，老伴谢和英已经背着花生
先过国道了。

意外发生在谢和英已经到
达国道对面，后面的老伴还没
有跟上来之际。谢和英突然听
到“砰”的一声，一辆车从旁边

疾驰而过，朝西充县城开去，随
后当她再注意到老伴时，他已
经躺在对面的马路上了。谢和
英顿时被吓懵了，而还未等她
回过神来，对面车道一前一后
驶过的两辆车子，径直从老伴
身上碾过。

事后，一位路过现场的群众
帮忙报警，但医护人员赶到现场
时，确认杜大爷已无生命体征。

“（杜大爷）是很勤俭的人，平时
在家里还种点庄稼，有时候还要
出去打零工。”住在村口的几位
村民事后闻讯赶到现场，用“太
惨了”来形容这次车祸。

1月25日，从外地赶回老家
的杜先生（杜大爷儿子）在电话
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父亲之前
身体状况都不错，而母亲因为受
到当天车祸的惊吓，目前的情绪
状态不太好，对于当天事发的具
体细节一时也说不清楚。

责任咋划分责任咋划分？？

成都商报记者就此次车祸咨
询了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
王英占律师，他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此次事故责任的划分，还得从
导致老人死亡结果的原因来判
断。王英占律师说，对于杜大爷遭
遇车祸死亡一事，需要看三辆嫌
疑肇事车是否都与老人的死亡有
因果关系。

如果有证据显示，第一辆轻型
普通货车在撞倒老人后，导致老人
当场死亡，则第一辆车的司机负事
故全部责任，当然，如果有证据证
明，老人有违反道路安全法的相关
行为，则可相应减轻货车司机的责

任，而后面两辆车均不需要承担刑
事责任。

如果有证据显示，老人的死亡
是第一辆车和第二辆车共同导致
的，那么第三辆车便无需承担刑事
责任。如果证据显示，老人的死亡
是由于三辆车共同导致的，则三辆
车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哪些算证据哪些算证据？？
王英占律师说，对于导致老

人直接死亡的证据，主要是看法
医的死亡鉴定结论，现场监控视
频，目击证人说法、以及对三辆车
的相关痕迹鉴定等等来综合考
虑，确定三辆车与杜大爷死亡之

间的因果关系及相关程度，再依
法认定事故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
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
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
损害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
每辆车撞击或碾压均可单独致死，
则三辆车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
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
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而
适用十二条的前提是三辆车单个
均不能直接致死，而是三辆车共同
作用导致老人死亡。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进城卖花生遇车祸

一位驾驶员来“自首”
事故发生后，西充县交警

大队事故处理民警随即赶到现
场展开调查。

据西充县交警大队事后通
报称，当天7时20分许，交警部
门 接 到 警 情 称 ，国 道 212 线
1034Km+500m（凤鸣镇佛归寺
村）附近，一辆黑色小型车辆撞
倒一行人，行人可能已经死亡，
该车已经逃逸，因天色太暗，没
有看清车型和车号。

民警随后赶到事故现场，
发现受害者已无生命体征，身
上有多条被轮胎碾压的血迹，
身旁有肇事车遗留的保险杠碎
片和后视镜。一辆车牌号为川

RUK7**的轻型普通货车驾驶
人邓某某来到现场，称自己撞
人后逃逸。

不过，就在民警正在勘察事
故现场时，再次接到西充县公安
局110指挥中心指令，有群众电
话 报 警 ，称 一 辆 车 号 为 川
RSA7**的小型普通客车在凤鸣
镇佛归寺村附近，对一名倒地的
行人碾压后，已经逃逸到中岭乡
附近。与此同时，还有一条消息
令人唏嘘——报警人乘坐的川
RQY78**小车，也有可能对该
行人进行过碾压，且正在返回现
场的途中。民警当即电话通知客
车回交警部门接受调查。

三名嫌疑人被拘留
根据警方的通报，经初步

查明，当天早上 7 时 7 分，邓某
某驾驶一辆轻型普通货车沿国
道 212 线从南部县往南充方向
行驶，行至事故地点将横过道
路的行人杜某某撞倒后驾车逃
逸，驾驶到常林乡五里店后，迫
于压力又返回事故现场。

不久后，李某驾驶客车从
南充往南部县方向行驶，对受
到撞击后倒在地上的杜某某进
行碾压。

此后，紧随其后的小车（驾
驶人冯某某）又对杜某某进行碾
压后，跟随客车到中岭乡，然后

驾车到义槐路中南路口。冯某某
事后告诉民警，当时发现车辆状
况异常，便让车上的乘坐人电话
报警，举报客车撞人后逃逸，自
己也返回事故现场。

交警对三辆肇事车进行勘
察，发现前述轻型普通货车保险
杠被撞坏、后视镜丢失，与现场
遗留物一致，而客车底盘上有喷
溅状血迹和脑浆，小车保险杠被
撞坏，底盘有喷溅状血迹。

三名驾驶人对事实均供认
不讳。目前，肇事嫌疑人邓某某、
李某、冯某某分别被处以行政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如何划分责任
要看证据显示谁导致老人死亡

律师
说法

悲剧已然发生，目前
肇事嫌疑人均被行政拘
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
办。

但老人先后被3辆车
碰撞、碾压身亡。事故责
任该如何划分？

25日，成都商报记者
从西充县交警大队获悉，
目前关于本次事故的相
关责任划定还没有出来。
杜先生也向成都商报记
者证实，目前还未拿到父
亲的尸检报告以及相关
事故责任划分认定书。

直升机螺旋桨
的声音，响彻赵公
山。数支搜救小分队
陆陆续续进山，当地
政府工作人员、民
警、村民各司其职，
都在等待着失联者
的消息。24日的实
地搜救工作结束后，
因为 1名驴友提供
了在赵公山三千银
（地名）见过失联者
的线索，搜救队于当
日晚至25日傍晚，
动用路面、空中搜救
力量再次在赵公山
庆云寺附近区域展
开重点搜救。直至
25日下午，搜救工
作暂无结果。

当天事故现场人流密集

川大副教授赵公山失联

李开红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