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驾车经过长沙市劳动东路树木岭附近， 左侧两个轮
胎被路面一个大坑先后“咬”爆，车子差点侧翻。坑旁居然有人
在蹲点，靠换胎赚钱。这是一场意外还是蓄意为之？6月11日，
被“坑”过的一名女司机对记者说，她很疑惑。

长沙劳动东路树木岭附近，修复前路面（左）和修复后路面（右）的对比。 记者 李成辉 摄

吃野生蘑菇
一家四口中毒入院

律师说法

本报6月12日讯 今日上午
8点半， 浏阳市高坪镇的黄先生
赶到医院，确认病床上的女孩是
自己女儿， 已在病房守护6个小
时的曾峰才回家补上一觉。

当日凌晨，一名女孩在浏阳
市鹤源桥浏阳河岸边坠入河中，
身为浏阳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队员的曾峰第一时间赶到。此
时，好心人已将岸边的“爱心救
生圈”抛给了女孩。

女孩被救起后，始终不愿与
人交流，还说“不后悔”，救援人
员只好一直守护在病房，并发动
微信好友为她寻亲。

女孩凌晨坠河
救援人员紧急施救

12日凌晨1点多， 浏阳市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接到110指挥
中心救援指令，称浏阳河鹤源桥
附近河道有一名女孩坠河，急需
救援。

“队员都已经睡觉，但接到
电话后迅速向事发河段集结。”
浏阳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
李腾富介绍，他赶到时，曾峰等
队员和公安民警、 消防人员已
经到了现场。“救援人员到达之
前， 热心人已经将岸边的爱心
救生圈抛向了落水女孩。”

“女孩所处的位置靠近岸
边，水只有一米多深，她将手搭
在了救生圈上，上半身露出了水
面。”曾峰告诉记者，出于求生的
本能，女孩一直抓着救生圈没有
松手。他游泳慢慢地靠近，接触
到女孩后，迅速脱下救生衣套在
其身上，与消防人员一起将她救

回到岸上。
“女孩虽然生命体征平稳，

但情绪不稳定，不太配合救援。”
曾峰告诉记者，女孩获救后神志
清楚，但对于询问，一直闭口不
答。

在无法联系上女孩家属的
情况下， 为了检查女孩身体情
况， 救援人员随后与现场120急
救人员一起，将其送到了浏阳市
中医医院做了CT等检查， 并垫
付了一千元费用。女孩身体并无
大碍。

她反复说“不后悔”
他们守了一夜

李腾富说， 女孩在坠河前
明显喝了酒，救上来后，嘴里还
一直说着“不后悔”，让他们不
放心。担心女孩再次发生意外，
曾峰便与其他几名女队友留在
病房守护。 为了及时找到女孩
的家人， 救援人员还通过微信
发布了寻亲信息。信息发布后，
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接力转发。
上午7点多，一名姓黄的男子给
李腾富打来电话， 称自己是女
孩的父亲。

上午8时30分许， 黄先生从
浏阳市高坪镇赶到医院，经确认
是女孩父亲。

“女儿今年才14岁， 事发当
天住在城里的伯伯家中，不知道
怎么突然一个人跑出去了。”关
于女儿为何坠河，黄先生不愿多
谈，“感谢所有救援人员的救命
之恩，今后我会更多关注孩子的
情况。”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李小雷

女孩酒后坠河，被救后还说“不后悔”
救援人员彻夜守护，微信朋友圈为她找到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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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下午， 记者来到
事发地点看到， 路面的大坑已
经被钢板重新盖住，钢板四周
还能看到挪动的新痕迹。

大坑归谁管？ 钢板又是谁
移动的呢？

6月12日， 雨花区市政局
工作人员刘女士回应记者称，
由于该路段地铁4号线附属工
程还没有完工，路面尚未恢复，
劳动路那一节也没有移交给市
政， 相关设施维护是由施工方
武广轨道公司负责。

记者随后联系到4号线树

木岭站施工负责人刘先生，他
介绍， 路面坑洞原本是被钢板
盖住的，但由于道路车流量大，
加之车辆长期碾压， 导致钢板
松动， 里面的大坑也就裸露了
出来。 刘先生告诉记者，10日
上午，他们在接到投诉后，就安
排工作人员对松动钢板进行了
加固、复位。

“目前只接到王女士一
起事故投诉。”刘先生表示 ，
公司正在与王女士进行沟
通， 该赔偿的赔偿， 不会逃
避问题。

马路张口“咬”车轮，修车人守坑待客
事发长沙劳动东路树木岭附近，或已“坑”多车 施工方已加盖钢板，并表示愿赔偿

湖南江海洋律师事务所李晓龙律师表示，道路的管理
方应当保证道路路面安全畅通和交通设施完好无损。如果
由于对公路的管理存在疏漏， 未提供安全的通行条件，对
于道路出现隆起、垃圾、抛撒物等异常状况，管理单位未及
时清理修复、设置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导致造成交通
事故的，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应在
其过错的范围之内承担赔偿责任。

6月10日凌晨5点左右，家
住星沙的王女士驾驶一辆“湘
L”牌照的尼桑轩逸小车，到黄
花机场接朋友去市内的酒店
入住。

返程途中， 王女士经过劳
动东路地铁4号线树木岭站9
号出入口附近时， 看见前方路
面盖着一块面积较大的钢板。
担心钢板不稳，王女士将方向
盘向右打，想绕过去。

没想到， 车子左侧传来

“砰砰”两声巨响。意识到车子
正失去平衡的她急忙踩刹车
制动，将车停在路边，下车查
看情况。

“车里人员没有受伤，但
车子左侧两个轮胎全爆了。”
王女士回到刚经过的路面才
注意到， 绕过的钢板右侧有一
个三四十厘米的大坑裸露着，
车轮胎正是被这个大坑给刮坏
的，“钢板原本应该是盖在坑上
的，被移开了。”

为躲路面钢板，车胎被“坑”爆

“主干道的路面上这么大
一个坑，旁边既没有路灯，也没
有警示标识！” 大半夜爆胎，王
女士正在气头上， 路旁一台白
色小车上下来一名二十多岁的
年轻小伙， 径直朝她走来，“要
不要帮忙换胎？”

帮助来得如此及时， 王女
士有些警惕，“我问他你怎么
知道我要换轮胎？ 这名小伙
子说，他一直在这里，刚才听
见了爆胎的声音， 就过来看
看。”尽管对这名陌生男子很警
惕，但当时深更半夜，附近修车
店也没有开门，王女士除了选
择让其帮忙换胎之外，也别无
他法。 双方敲定价格后，小

伙就返回到自己车上，把千斤
顶等换胎工具拿了下来。王女
士的朋友刘先生告诉记者，
“当时我还调侃他， 你这准备
很充分嘛，钢板不会是你挪开
的吧？”

面对质疑，小伙连忙否认，
但承认，发现这个坑，他经常来
这里蹲点，生意还不错，尤其是
下雨的时候， 帮别人换了十多
个胎了。

由于备胎不足， 王女士又
先后找来三个有车的朋友，但
由于车胎型号不匹配， 均无功
而返。直到天亮，王女士才在附
近一汽修店买了个新轮胎装上
离去。

常有车辆被“咬”，小伙得“商机”

大坑消失，被钢板重新盖住

道路管理者应承担责任

■记者 李成辉

本报6月12日讯 别为了
吃，伤了健康！尤其小心高发的
野蘑菇中毒！

6月7日，端午节当天，宁乡
市大屯营镇阳先生一家吃了一
锅野生蘑菇汤。56岁的阳先生
和二女儿、 三女儿以及小外孙
相继出现了全身无力、呕吐、晕
厥等情况。 最让人揪心的是，1
岁多的小外孙因为中毒太严
重，可能需要移植肝脏。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外科
楼7楼， 电梯左边是重症监护
室，右边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谢祖兴5天来都待在外面的椅
子上。两边的病房里，住着他四
个至亲的人，妻子、儿子、岳父，
还有妻子的姐姐。

“我已经快扛不住了，他们
现在都没有脱离危险。”谢祖兴
告诉记者， 事情发生在端午节
那天， 岳父从山上采了一些野
生蘑菇， 煮了一锅排骨。“我是
不吃野生蘑菇， 还有个孩子零
食吃多了没吃饭， 其余四个人
吃了，都中毒了。”中餐加上晚
餐，一锅蘑菇汤全部喝完，开始
一家人没有什么异样， 直到凌
晨时分，相继出现恶心呕吐、腹
泻等症状。

谢祖兴意识到情况不对，
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 将家人
送往医院救治。 四人情况都很
严重， 最严重的是谢先生13个
月大的儿子小丰， 医生让他做
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可能需要
移植肝脏。

“这几天花了20多万元，幸
亏有好心人帮助。”一家四口的
治疗面临高额的费用， 谢祖兴
无奈发起了轻松筹， 目前筹得
善款40余万元， 并且爱心善款
还在不断增加。

■记者 李琪

在对女孩成功施救后， 浏阳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在其微信公众
号上发布消息称，“在救援中，浏阳河岸的‘爱心救生圈’发挥了积极
作用”，并呼吁广大市民爱惜身边的“生命守护神器”。事实上，包括这
名被救女孩在内，2016年就安装在浏阳河城区段两岸的“爱心救生
圈”，多次发挥救人功能，已成功挽救了4条生命。

背景

浏阳爱心救生圈已救起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