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卖小哥与交警帮推抛描车
3月5日下午4时20分许，交警二大

队铁骑中队警辅王汝成巡逻至洪武路淮
海路路口时，发现一辆奥迪SUV打着双跳
停在快车道上，车后方放着三角警示牌，

王汝成立即上前询问情况，得知驾驶员
等红绿灯时出现故障无法启动车辆。王汝
成让驾驶员把握好方向，自己徒手将车辆推
至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停放，过程中，从路旁
突然出现了两个外卖小哥，二话不说加入了
推车行列，在三人的合力下，一会儿工夫就
将车辆推至路边。王汝成刚准备回头说感

谢，外卖小哥已经离开了现场。前日上午，
高速五大队民警巡逻中发现一女子在高速
上行走，经了解是为了去翠屏山附近和姐妹
相聚，却不小心走上了高速，交警最终将其
带下了高速。高速九大队日前接警一起三
车追尾事故，所幸无人员伤亡。高速九大队
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处理。为防止二次
事故风险，民警驾驶警车先将乘客送到高速
外安全区域，然后引导三车驾驶员到大队处
理。 通讯员 陈婧 陈云垲 陈永生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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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抛物 引发追尾事故
近日，汤山中队接到报警，在S122快速

车道内发生追尾事故。
原来，张先生驾车正常行驶，不料前方轿

车内扔出一只奶茶杯，径直砸向张先生的前
车窗。张先生为避让前车抛物，紧急连续踩

刹车，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导致追尾。民警通
过车牌号联系车窗抛物车主，告知其需承担
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日前，江宁秣陵中队处
理了一起事故，一辆电动车为避让违停在非机
动车道的小轿车，导致与另一辆电动车碰撞，最

终违停的小轿车也要担责。江宁开发区中队
日前接警一起事故，一司机不注意观察车道，结
果准备直行的他开到了左转车道上，在紧急变
道过程中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擦。江宁高新区
中队日前处理了一起两车追尾事故，事故系后

车司机驾车时操作导航所致。禄口中队近日
则处理了一起事故，司机开车时太过依赖导航，
结果拐弯时没注意撞了护栏。

通讯员 夏文娟 马春芳 杨昌平 冉向
波 庞成功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司机太粗心 一天两次车倒溜
近日麒麟中队处理了两起由于同一驾

驶人驾驶同一辆车倒溜引发的交通事故。
原来驾驶人李某当日在上班途中路口

等红灯时，未拉手刹车辆倒溜撞到后方车
辆。与对方车主来到麒麟中队准备处理事
故，到了中队停车后李某再次忘记拉手刹，
车辆发生倒溜将停在其后方的车辆车尾撞
坏，两起事故李某都要承担全责。谷里中队
日前接警一起事故，陈某驾车将停在路边的
一辆车子撞了。经调查，事故系陈某开车时

拿东西导致车辆跑偏。横溪中队日前也处
理了一起因为开斗气车引发的事故，其中林
某故意别车受到了处罚。南京南站中队民
警日前接警一起单方事故，经检测驾驶员并
无酒驾，事故系驾驶员开车刷抖音分神所
致。江宁中队日前处理了一起大货车追尾前
车的事故，庆幸的是无人员伤亡，事故起因也
是大货车刹车失灵，司机承担全部责任。

通讯员 蔡蕾 沙学祥 潘跃文 姜飞 尹峥嵘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老人心脏病发 交警紧急护送
近日，江北新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第一

大队民警史永强在辖区泰山新村路口执勤
晚高峰任务时，一辆公交车在附近站台停
靠，下来一位老大爷向民警招手求救。

这位老人称其老伴心脏病复发，意识模
糊，急需送往医院救治。考虑到当时正值车
流高峰，道路较为拥堵，为避免耽误救治时

间，民警立即闪起警灯鸣响警报，驾驶警车
护送患者前往附近的医院救治。最终，民警
仅用6分钟就将患者安全送至医院救治。由
于送医及时，经过医院医生的紧急救治，老
人已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进一
步治疗。 通讯员 江景轩 房蓓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老人菜地晕倒 民警及时救助
“工厂旁边空地上有名老人晕倒了！”

2月28日10时20分许，雨花经济开发区
派出所接到市民伍先生的报警后，民警立
即赶往事发地。仔细查看，民警发现老人
呼吸正常，但脸色苍白、意识模糊，不能说
话。情况紧急，民警立即拨打了120急救
电话。随后，老人家属赶到现场，看到老人
的情况顿时手足无措，民警不断安抚他们
救护车很快就到。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到
达就近路边，但是由于菜地比较偏僻，救护

车不能直达，民警只能协同医护人员将老
人放在担架上抬到路边。由于连日来阴雨
连绵，菜地泥泞不堪，行走比较困难。经过
众人的一番努力，最终将老人成功抬上救
护车。老人由家属陪同，送往医院进一步
检查治疗。看着一阵忙碌后气喘吁吁的民
警，报警人及过路群众一致点赞民警的救
助行为，老人家属也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连
连道谢。

通讯员 雨公宣 杨汉石

屡教不改 3次都栽在了无证驾驶上
近日，在栖霞大道红枫路至栖霞寺路

段，交警七大队民警对一辆货车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让七大队民警大吃一惊。据查，

驾驶员于三年前因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吊销
驾驶证，之后两次因为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
非营运汽车被处罚，这次属于第三次无证驾驶
被查。近日，高速一大队民警在马群公安检查
站查到一辆小轿车，驾驶员高某企图用别人的
驾照蒙混过关，却被驾照上的照片所出卖，他因

无证驾驶被处罚。3月7日22时许，高速六大
队上坊公安检查站开展治安查缉工作，一辆形
迹可疑的越野车被拦截检查。经查，驾驶员许
某驾照已因酒驾被暂扣半年，他因在驾照暂扣
期间仍驾车的违法行为被处罚。江宁湖熟中
队民警日前查到一起无证驾驶，驾驶员称家中
有急事，才大着胆子开车上路的。

通讯员 王立 周波 许旺 张明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自投罗网 竟酒驾到派出所接女友
近日晚间，江北新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第二

大队接到属地派出所的转警，称有市民涉嫌酒驾。
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据了解，当晚

12点多，男子王某（化姓）酒后与女友发生争
执负气出走，还拿走了女友的手机，女友便
找到派出所寻求帮助。接到派出所电话后，
王某竟开着小车，酒驾所里接人。经检测，
王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已达酒驾标准。3月6
日晚9时左右，南京交警八大队接到群众举
报，称205国道旁停着一辆黑色吉普车，驾
驶室窗边都是呕吐物，怀疑是酒驾。交警立

刻赶到现场，发现这辆黑色吉普车靠在路边
开着双跳，随后又向前移动了一点距离，民
警立即将其拦停，发现窗边布满呕吐物，还
有一股刺鼻的酒精味。驾驶员手上不断流
血，交警对其伤口进行简单处理后，对其进
行呼气检测，结果涉嫌醉驾。

近日凌晨，高速三大队交警巡逻中发现
一辆机动车撞了护栏，一男子瘫坐在行车道
上。经呼气检测，该男子涉嫌醉驾。

通讯员 江景轩 李欣 张雪琦 李焱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撞倒行人 男子弃车逃逸
2月25日上午9时许，金牛湖派出所交

警巡防中队接到报警称，在樊集街道同创路
附近路段发生一起二轮电动车撞行人的交
通事故，行人受伤，驾驶员弃车逃离。

接警后，民警赶往现场配合120把伤者
送往医院治疗。民警经过反复对比甄别最终
确定张华有肇事逃逸的嫌疑。3月2日，当民

警找到张华时，一开始对方还百般抵赖，后民警
用电动车坐垫下遗留的房屋大门钥匙打开张
华家的门锁时，对方傻了眼。张华对自己交通
事故后逃逸的事实供认不讳，并向民警承认其
发生事故后，因为害怕赔钱，为了逃避法律责任
而弃车借故找人逃离现场。目前，相关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通讯员 六公宣

网上买的车牌他也敢上路行驶
近日上午，五大队民警在虎踞路路口执

勤时发现一个驾驶车牌号为苏ABT0××摩
托车的男子形迹可疑，想绕开民警驾驶，当即
被民警拦停。

经检查后发现当事人齐某的摩托车号牌
有伪造的嫌疑。齐某称，他考了六年驾照也
没考上，自己买了辆摩托车却无法上牌，便从
网上买了个车牌，没想到却是假的。3月5
日上午8时许，高速四大队民警在横梁收费

站对过往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当检查到一辆
皖N牌小车时，发现驾驶人郑某神情紧张，
经调查其驾照早在去年就已因酒驾被暂扣。
3月5日早高峰，交警三大队民警在中华路
长乐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摩托车驾驶人未佩
戴头盔，随即上前拦下。交警进一步调查后
发现该车驾驶员属于无证驾驶。

通讯员 朱婷婷 易善伟 姜福钢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3月3日，铁心桥派出所接到市民成先生报
警，有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家中，需要民警帮助。

接警后，民警带着抓捕工具赶至成先生家
中。民警到场后，为防止野生动物伤人，先让成
先生待在客厅，然后慢慢走进卧室查看，发现这
位“不速之客”正趴在床下的杂物上。由于成先

生的床下空间较小，捕网兜无法施展，于是民警
临时改变策略，用扫把将床下这位“不速之客”赶
出。很快这位“不速之客”——一只黑白相间的
野猫便被驱赶出来。民警上前一把按住野猫的
后颈处，将其装进网兜。最后，民警将野猫带离
现场并妥善安置。 通讯员 雨公宣 杨汉石

野猫夜闯家中 民警妥善处置

苦等5年重考驾驶证 醉驾再被查
近日早晨5时许，交警二大队民警在

虎踞南路开展酒驾整治时，快速检测棒提
示一名驾驶员有酒驾嫌疑。

经呼气检测，驾驶员罗某涉嫌醉
驾。2011年，罗某因醉驾被查，5年后
终于重新考取驾照。这一次，重考的驾
照将又被注销。近日，交警六大队民警
在幕府东路设卡夜查时，查到司机张某
涉嫌酒驾，他说酒后准备请代驾，操作
了 10分钟也没成功，就自己驾车上路

了。近日晚 11时许，高速七大队民警
在宁连主线收费站执勤时，查到驾驶员
张某涉嫌酒驾，他自称是是中午喝了一
点酒，没想到晚上还是酒驾，他现场一
个劲地说对不起。江宁麒麟中队日前
查到一位女司机酒驾，这位女司机说当
晚是自己的生日，酒后太兴奋，就不顾
安全直接酒驾了。

通讯员 陈婧 吴洋 张成刘 蔡蕾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日前，陶吴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一
住宅楼着火了。

接报后，民警迅速驱车赶往现场，积极
会同消防部门开展紧急救援、疏散周围群
众。经过20分钟工作，成功将火扑灭。
经了解，放火当日犯罪嫌疑人齐某前往男
友家中，结果发现男友并不在家。随后，齐

某多次拨打男友电话，均未接通。这时齐
某为了引起男友的关注，就用随身携带的
打火机点燃橱柜里的衣物，造成室内物品
不同程度受损，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齐某对其放火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通讯员 周鄢

赌气放火撒气 民警快速处置

3月3日12时30分左右，和凤中队接到
司机报警称：自己驾驶车辆倒车时碰撞到桥梁，
致车辆损坏。民警到达现场处理事故时，发现
该车颜色与已登记的机动车颜色不符。车行
驶证上登记为红色，但实际上全车都被改变了
颜色，原来车身上面贴了一层蓝色的车膜。

司机谭某称，车系其今年过年前买的
二手车，为了新年图个喜庆，便去汽车美容
店将车身颜色由红色更改为蓝色。目前，
民警依法对谭某擅自改变机动车车身颜色
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尽快将该
车恢复原貌。 通讯员 徐欢

擅自更改车身颜色 小心被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