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驾逆向撞车 承担全责保险公司拒赔
近日21时许，交警六大队接到群众报

警，称自己驾车在江边路正常行驶，被对向车
辆逆向撞上，并且对方驾驶员有酒驾嫌疑。

民警迅速前往现场，发现两辆小车车损
较重。经现场群众指认，民警找到了肇事车
辆驾驶员丁某，并对其进行了呼气酒精检测，
结果为192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两
辆车的损失将由他自己承担，保险公司将不
予赔偿。

近日22时左右，一辆白色小车行驶到
栖霞区神农路特殊教育学院附近，被燕子矶

交警中队民警拦下。经了解，周某两个小时
前刚喝过酒，以为没事，没想到一查仍涉嫌醉
驾。5月17日晚6时许，高速十大队民警在
星甸检查站开展交通违法整治时，一辆黑色
小车突然转头往加油站方向驶去，交警察觉
异常对其进行拦挡并将驾驶员武某带至检查
站进行询问。经检测，驾驶员属于饮酒驾驶，
看到交警后，心虚之下就想假借加油之名逃
避检查。

通讯员 李鑫 王立 王景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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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驾欲逃避检查 谎称自己到家了
近日深夜1时44分许，交警二大队民

警在虎踞南路开展酒驾专项整治时，发现
在关卡后方一辆小车无故调转车头，欲驶
入路旁一个小区内，民警立即拦截该车了
解情况。

驾驶员许某自称是这个小区的住户。

民警立即问他这是哪条路，许某先称这是
龙蟠路，意识到不对后又改口称是水西门
大街。最终许某称自己只喝了一瓶啤酒，
然而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许某体内
酒精含量达到128mg/100ml，涉嫌醉酒
驾驶。

5月14日18时许，高速一大队民警在
马群公安检查站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发现
面前两位违法司机身上有淡淡的酒味。民警
一边不动声色地交谈，一边用电台通知检查
站内的同事拿来酒精快检棒。经初步检测，
穿红色上衣的驾驶员张某呼气中含有酒精，

进一步酒精呼气检测值为33mg/100ml，
达到了酒驾标准。张某交代他是开长途货运
车的，当天中午在苏州等待装货的时候闲来
无事就喝了一瓶啤酒。

通讯员 陈婧 周波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车辆已报废 车主铤而走险上路
5月15日23：30，高速二大队接收到智

能查缉系统预警信息，一辆银灰色小轿车正
经过八卦洲长江大桥，且该车已经逾期未检
验、达到报废标准。

执勤警力迅速在收费站将该车拦截。
驾驶员陈某承认，这辆车挂在自己的名下。
前日，他得知孩子生病，便驾车赶回宿迁。
同事告知他该车已经报废，陈某却仍决定铤
而走险，想把车开回南京后，再送去报废。5
月16日晚8时30分许，宁杭高速上坊检查
站警组在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

员尤某驾驶的轿车逾期未检验且已达到报
废车标准，同时，其驾驶证已经逾期未参加
审验。

经询问，尤某由于该车辆大量违法行为
未及时处理，于2016年起至今未按规定对
车辆进行检验。近日上午8时许，高速五大
队民警在检查站执勤时，查到一辆皖C牌照
小轿车车主无证驾驶，他称以为假期交警也
放假，没想到还是栽了。

通讯员 郎伟超 陈云垲 徐梦圆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又是油门当刹车 车翻人受伤
5月11日22时许，122省道麒麟山庄

路段一辆轿车侧翻，驾驶人及乘客受伤。
麒麟中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将受

伤驾驶人及乘客送医，经检查，驾驶人及乘客
均为轻伤无生命危险。经了解，驾驶人李某
是新手司机驾驶经验不足，事发当日驾车行
驶至事发路段时想靠边停车，结果误将油门
当成了刹车，一下子撞到了路边的绿化带上
造成车辆侧翻人员受伤。

日前，江宁开发区交警中队处理一起两

车追尾事故，经调查，后车驾驶员开车时翻
看手机微信，等抬头时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横溪中队日前接警，一辆小车撞到了电动
车，交警赶到现场，发现人无大碍，只是车子
受损。经了解，小车拐弯时没有注意观察，
被认定承担事故责任。南站中队日前则处
理了因为变道时没打转向灯导致的事故，该
车被认定全责。

通讯员 蔡蕾 杨昌平 潘跃文 姜飞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大树倒掉了 交警紧急处置保交通
5月15日，一场疾风骤雨导致意外频

发，凌晨时分，建康路上的一棵梧桐树正好
倒在一边的输电变压器上，导致附近地区
断电。

交警三大队民警立刻在现场建立警戒
区域，分流来往其他车辆，保证救援车辆出
入，同时维护现场人员秩序，配合园林电力
部门统筹附近区域流量。由于提前做好了
应对恶劣天气的预案，处置及时，建康路的
交通很快恢复了正常。

近日14时许，交警二大队接到报警，中
山南路与羊皮巷路口有三车事故。民警在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处理后，三名驾驶
员便准备驾车离开事故现场，不料事故最后
一辆红色小车车主告诉民警，因撞击导致自
己的车辆水箱坏了，不能发动车辆。民警便
和警辅一起合力将故障车辆推至不影响交
通的地方等待救援。

通讯员 姜福钢 刘宁 陈婧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玩滑板的孩子丢了 幸被交警找到
5月11日早高峰，江北新区公安分局

交警支队第一大队机动中队警辅聂晓港
在天华南路巡逻时，发现一男童踩着滑板
车独自一人在路边哭泣。

聂晓港随即上前询问缘由，同时，闻
讯赶来的民警张蓉对男孩进行耐心安
抚。原来，男孩叫乐乐（化名），今年4岁，
他还背出了父亲的手机号。与男童父亲
取得联系后，民警得知，孩子是奶奶照顾
的，当天孩子玩滑板车去幼儿园，奶奶没
跟上，导致孩子走丢了。民警最终将男童

安全送至幼儿园，闻讯赶来的奶奶也是激
动不已。

5月14日晚高峰期间，交警八大队民
警王靖涵在雨花西路雨花南路路口执勤
时，发现四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停在路
边。王靖涵询问得知，他们是从上海来宁
旅游的残疾人旅行团，下午到雨花台烈士
陵园祭奠后，与团队走散，找不到回宾馆
的路。最终，民警护送他们回到了宾馆。

通讯员 江景轩 房蓓 张雪琦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八旬老太晒太阳摔倒 民警一路背其回家
5月13日下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

局光华路警务站突然接到群众报警，称一
位穿红色上衣的老人回不了家了。

据报警人胡女士介绍，她是这片社区
的网格员，当天下午，她在小区值班时，看
到某单元楼下有一位穿红色上衣的老人摔
倒了，便赶紧走过去把老人扶了起来。看
老人眼熟，胡女士这才想起老人今年86岁
了，就住在隔壁的小区，老人怎么独自出现
在这里呢？胡女士带着疑问拨打了老人女
儿的电话，这才得知老人的女儿李女士在
外上班，中午还跟老人通过电话，没想到下

午出门晒太阳时摔倒了。随后，胡女士打
算把老人送回家中，不过担心自己一个人
扶不住老人，便只好打电话报了警。

民警安抚老人情绪的同时和老人沟
通，老人同意民警送自己回家。由于老人
腿脚不便，接近30℃的天气，民警背着老
人一步步朝家走去，在网格员的指引下，
最后只用了3分钟就来到了老人的家门
口。把老人安顿好后，民警再次拨打了其
女儿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表示自己正在
赶回来的路上，同时对民警的帮助连连表
示了感谢。 通讯员 秦公轩 刘叙麟

大货车闯禁区 遇到限高架蒙了
5月11日晚间，高速三大队指挥室通过

视频巡查，发现一辆外地牌照的大货车在绕
城公路油坊桥立交转江心洲长江大桥的匝道
上停车，影响后方车辆行驶。

高速三大队民警到达现场询问得知，货
车是行驶到该路段时，驾驶员发现前方有限
高架，觉得自身车辆无法通过，所以停在此处
不知所措，导致后方车辆积压。民警立刻联
系相关单位，将货车引导至安全地段，将中央

护栏打开，指挥货车掉头。
5月17日14时许，在G328转G40沪

陕高速雍六匝道处，一大货车司机因开车打
瞌睡造成单车骑护栏事故，大货车严重受损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高速八大队民警立即到
达现场处理事故，并指挥交通让车辆有序通
行。

通讯员 李焱 郭俊良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5月13日22点30分，交警一大队民
警晚间正常在路面巡逻，路过南京火车站
南北广场高架桥时，见一行人逆向行走。

下着雨加上灯光昏暗，民警便下车询
问。行人为一名70岁左右老太太，言辞
含糊不清。民警将其搀扶上警车带离高架
桥，带至南京火车站南广场警务站，最终警
务站值班民警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帮老人找
到了家人。

5月11日下午，交警五大队民警接到
急救警情，称朋友手筋断了急需去医院救

治，民警迅速与当事人联系，为节省时间，
民警在定淮门隧道北口处接应当事人，用
警摩拉响警报，火速送往鼓楼医院救治，仅
用10分钟就送到医院。由于手部伤势比
较严重，鼓楼医院医生了解后，建议转至市
第一医院，民警随即带领伤者转至第一医
院接受治疗，途中民警通过电台与二大队
民警取得联系，到达长乐路路口时交接给
二大队民警，保证了伤者及时得到救治。

通讯员 张真庆 李超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老人迷路 人脸识别助其找到家属

孩子赌气出走 民警帮忙寻回
5月10日22时许，雨花台派出所接

到报警，报警人徐先生称孩子晚上8点说
要自己回家，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到家。经
了解，徐先生的儿子今年13岁，晚间培训
班下课后，由孩子的妈妈负责接回家。“我
当时批评了他，因为在培训班的表现不是很
好，我有些生气，就说我先走了，你自己回家
吧，他走回家只要15分钟，结果两个小时
了，还没回来！”孩子妈妈哭着对民警说。

民警迅速兵分两路，一面同徐先生查
看公共视频，一面安排警力到周边开展搜
查。民警在孩子可能出现的广场、公园都

找遍了，但是并没有发现孩子。后通过近
一个多小时的视频查看，发现孩子可能是
坐车离开，至于去了哪里，还是没有头绪。

对此，徐先生多方拨打亲戚电话询问，
民警告知让亲戚到家周边或者楼下查看一
下。结果没过多久，孩子的奶奶打来电话，
说孩子在自家楼下。原来孩子从培训班离
开后就去了奶奶家，但是也不敢进门，就在
楼下待着。

临走时，徐先生对民警全程帮助寻找，
连声感谢。

通讯员 雨公宣 杨汉石

三名男子深夜被困电梯 民警火速营救
5月8日凌晨时分，铁心桥派出所接

到市民温先生报警，称自己和两名朋友被
困电梯，需要民警帮助。

民警赶往现场途中得知温先生已经和
电梯公司打过电话了，自己和朋友被困十
多分钟了，但维修人员还没来。民警根据
温先生的描述找到了其被困的电梯，此时
电梯显示的层数是3层，民警通过爬楼梯
呼喊的方式，迅速确认了温先生和朋友的

位置，在3楼和4楼之间。
温先生等人在听到民警的声音后情绪激

动，不停地拍着电梯门，为防止温先生等人过
激的行为引发意外，民警耐心安抚，陪着温先
生等人聊天，并告知其注意事项，避免因不理
智行为产生安全隐患。没过多久，电梯维修
人员赶来，民警和维修人员一起将温先生三
人救出，温先生和朋友除受到些许惊吓外，并
无大碍。 通讯员 雨公宣 杨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