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日，在望城
区东方明珠小区内一路
面停车场发生塌陷，一
辆白色小车扎入坑中。

视频截图

本报4月2日讯 坐在副驾驶
上， 不经意看到邻车驾驶员竟然
是一名小朋友！ 热心市民看到这
一幕当即劝阻，但没得到回应。市
民拍下照片， 赶紧向交警部门报
警。近日，这样惊险一幕发生在常
德桃源，开车的小朋友仅11岁，他
父亲就坐在副驾驶上指挥， 称儿
子“碰碰车”开得不错，想让他练
练手开小车。（扫报眉二维码看新
闻视频）

3月27日下午5点，常德桃源
交警接到一名司机报警称：有一
个小孩在路上驾驶车辆，十分危
险。 报警人还提供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 红色小车行驶在路面，
透过摇下的驾驶室车窗，一名十
来岁的小男孩手握方向盘正操
控车辆，副驾驶上则坐着一名中
年男子。

接到报警后， 民警根据线索

在桃源县环城加油城查获这辆红
色四轮电动车。当时，这对父子正
在一旁等待洗车。 起初面对民警
询问， 身为父亲的杨某矢口否认
将车交给小孩开， 但杨某11岁的
儿子小杨承认是自己开的车。

“我爸爸让我学习一下开车，
让我开到加油站那里洗车。 中途
有一个开着白色车的叔叔想制止
我，但是我爸爸没听到，后来我跟
我爸爸说了， 但我爸爸不听。”小
杨说。

民警调查得知，事发几天前，
杨某买了一台四轮电动小车，没
有进行登记上牌。 被查处当天准
备开着去洗车， 想到儿子平时在
游乐场玩“碰碰车”玩得不错，就
想让儿子试试驾驶。 小杨一共开
了3公里左右，途中被一位司机发
现并一度提醒， 但没能引起杨某
的重视， 于是这位司机一路跟踪

并报警。 从民警调取的加油站公
共场所视频也可清楚地看到，这
辆红色电动车到加油站停车后，
从驾驶室下车的是小杨， 而杨某
则是从副驾驶位下的车。

“男孩才11岁，不到合法取得
驾驶证的年龄。 父亲杨某明知儿
子年龄还小，没有驾驶证，还将车
交给他驾驶，这种行为既违法，也
十分危险。”常德桃源交警大队民
警王洵说。

由于小杨未满14周岁， 民警
对父子俩进行了批评教育， 依法
对杨某将机动车交给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的人驾驶、 及驾驶的车
辆未依法进行注册登记上道路行
驶的违法行为合并处罚款1200元
的处罚，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封跃林 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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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日讯 车子停在应
急车道，车内两人呼呼大睡，民警
上前查看时酒气扑鼻。 司机很诚
恳，坦言喝了酒，凌晨吃了夜宵想
开车上高速兜兜风。交警一查，好
家伙，司机竟然没有驾照。今天，
省交警总队通报了这起醉驾案，
男子因涉嫌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3月28日上午8点多， 湖南高
速交警娄底支队双峰大队民警巡
逻到沪昆高速东往西1166公里
处时， 发现一辆红色小车停在应
急车道上。 车子既没有开启双闪
灯， 也没有在车后方放置三角警
示牌。民警走近一看，车上的两人

正在呼呼大睡，十分危险。
民警连敲数下驾驶座旁的车

窗，车窗降下后，驾驶员睡眼朦胧，
而车内散发着浓重的酒气。面对出
示驾驶证和行驶证的要求，司机答
非所问，半天也没能掏出驾照。

“我们吃宵夜到今天早上，就
想上高速溜达一下， 兜兜风。”驾
驶员谭某很诚恳，坦言确实喝了，
“啤酒6瓶。” 接受呼气酒精检测，
仪器显示数值时， 民警让谭某自
己读，谭某不敢相信瞪大了眼睛，
还喊同伴来看：“123，有123！”

谭某交代，27日晚上10时，
相约朋友在KTV唱歌，期间，自己
喝了6瓶约300ML装的啤酒，直

至28日早上6时。随后，谭某跟朋
友艾某提出开艾某的车上高速去
兜风。 结果途中因酒劲发作加上
困顿，便将车停在应急车道睡觉，
直至被民警查获。

经血检检测， 谭某血液中的
酒精含量为94.51mg/100ml，属
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因无证驾
驶以及非紧急情况下在应急车道
停车的两项违法行为， 谭某将面
临合并处罚款1200元的处罚；因
醉酒驾驶机动车涉嫌危险驾驶
罪， 谭某已被双峰县公安局立案
侦查，将面临刑事追责，案件还在
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封跃林 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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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日讯 车行至高
速上，路边山体飞出一块石头，
这是3月30日下午发生在长沙
绕城高速上的惊险一幕。 而就
在靠边停车后， 车主唐先生报
警等待处理的短短几分钟，先后
又有两辆小车中招。

“万幸当时副驾驶没有人，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望着散满
玻璃渣子的副驾驶室， 唐先生
仍心有余悸。3月30日下午两点
半左右， 唐先生驾车行至绕城
高速洞井互通路段时， 一块石
头突然从右侧山体中飞出来，
砸在了前挡风玻璃上。

靠边停车后， 唐先生采取
了安全警示措施， 并报警处理。
根据唐先生提供的视频和照片
显示，其车辆前挡风玻璃受损严
重，破损的面积直径约30厘米，
而副驾驶室内也是散落了大量
玻璃碎渣。 在等待交警处理时，
唐先生在路边发现了疑似事故

的“元凶”———一块拳头大小的石
头。

唐先生介绍，就在自己等待交
警时， 同样的惊险一幕又环环上
演。短短几分钟内，约有五辆经过
的车辆遭遇石头砸车。

高速上为何会有飞石袭来？
石头是从哪个方向飞来？ 抱着种
种猜疑， 回到家后唐先生回看了
行车记录仪，“石头是从高速右侧
一处山体丛林中抛出， 经过镜头
慢放后， 丛林中疑似有人影出
现。”坚信此次事故背后有人为因
素， 唐先生向警方提交了行车记
录仪所记录的这段视频。目前，长
沙警方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记者 张浩 视频 王珏

小区停车位突然塌陷，小车一头扎进坑
事发长沙市望城区东方明珠小区 初步判断系排污化粪池缸体破裂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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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瓶啤酒下肚，竟开车上高速兜风
司机应急车道内呼呼大睡被查，面临处罚和刑责

车掉坑 车被砸

糊涂父亲 糊涂司机

3月27日在常德桃源县，11岁少年正驾驶机动车。 视频截图

本报4月2日讯“有车子掉
到坑里去啦！发到业主群问问是
哪个的车？” 今日早上9时许，长
沙市望城区东方明珠小区内一
路面停车场发生塌陷，停放在车
位上的一辆白色小车车头扎入
深约一米、 长宽近两米的坑中。
小区物业迅速联系吊车到场处
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地面停车位塌陷
业主小车被坑

中午， 记者闻讯赶到该小
区，塌陷的停车位只剩下一个深
约一米、 长宽近两米的大洞，周
边已设置安全围栏，防止事故再
发生。从业主提供的现场事发视
频中看到， 当时正下着小雨，一
个空车位突然开始塌陷，随即蔓
延到旁边停着一辆白色轿车的
车位。随着塌陷口的扩大，白车
车头扎入坑里。事发后，小区车
主闻讯赶到，急忙将停放在附近
的车辆全部开走。

“平时我都是把车停在这
个塌陷车位上的， 今天赶时间，
车就停在路边去楼上拿东西，下
楼一看就发现这个坑。” 小区业
主叶女士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自己的爱车幸运躲过一劫。对于
小区的停车管理， 她颇有微词，
“露天停车场停车230元每月，
停车管理服务却差强人意，好多
业主都有意见。”

业主爆料称二次塌陷
勘测方查出缘由

“三期一栋室外停车位塌陷
的地方，前年就塌陷过。当时梅园
路这边垒的石头墙开裂严重，开
发商做过翻修， 现在又塌陷了。”
小区一位业主委员会成员介绍，
两年前，此处曾发生过塌陷，当时
维修后， 细心业主注意到路面位
置较周围日渐降低。

记者找到小区物业公司工作
人员， 对方表示，“只有一个小面
积的塌陷， 目前已经处理好了。”
对于业主们“塌陷是质量问题引
起的”这一说法，物业工作人员表
示了否定，“初步怀疑是下水管附
近泥土被水冲刷后导致塌陷。”

截至记者发稿时， 物业公司
发布声明称：“经过专业公司勘测
检察， 初步分析判断塌陷系排污
化粪池缸体破裂导致， 目前正抓
紧维修。” ■记者 张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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