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省高速通行费
他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后回家了

本报4月7日讯 “这么
远的距离，多亏了有你们帮
忙照顾孩子， 真的太感谢
了！”4月5日，在杭州东站站
台上，祝先生紧搂着儿子对
长沙客运段动二车队党支
部书记、列车长胡志良说。

祝先生的儿子原本是
和妈妈及外公一起出发的，
结果在赶车途中被顾老又
顾小的妈妈“留”在了高铁
上， 迫不得已独自乘车。幸
好遇到了胡志良等高铁工
作人员，被一路呵护着送到
了爸爸手上。

4月5日， 长沙客运段动
二车队值乘的G1352次从江
山站开出不久， 一名孩子的
哭声引起正在巡车的列车长
胡志良的注意： 一名大约五
六岁的小男孩站在车厢内关
闭的车门旁， 一边大声哭喊
着“妈妈”一边拍打着车门，
身边没有大人陪同。

“怎么了呀小朋友？爸
爸妈妈去哪里了？” 胡志良
蹲下身来，温柔地问道。

由于情绪激动， 小男孩
说话含糊不清。 此时乘警李
飙也闻讯赶到现场， 两人一
起安慰他，帮他擦掉眼泪，小
男孩这才渐渐止住了哭声。

从孩子口中得知，他本
是和妈妈、 外公一起出来
的， 但在江山站上车时，妈
妈先送他上了车，然后又返

回候车室去接外公、 取行
李。结果，还没等到妈妈和
外公上车， 列车就关门了。
说到这儿，小男孩又心急得
哭了起来。

见此情况， 胡志良牵着
孩子来到乘务员室， 让他坐
下后， 温柔地说道：“列车长
叔叔和警察叔叔都会保护你
的，不要害怕。”小男孩情绪
这才又慢慢平复， 并说出了
自己的名字和妈妈的电话。

考虑家人找不到小孩
肯定也心急如焚，胡志良赶
紧和其家人取得联系。

得知旅客是回杭州，孩
子父亲会接站，胡志良又赶
紧联系杭州东站让男孩父
亲进入到站台接车，并让小
男孩妈妈放心，表示一定会
照顾好孩子，平安将他带到
杭州东站。

一路上，列车长胡志良
悉心照顾小男孩，拿来零食
送来水，还给他讲起了儿童
故事，让小男孩度过了一段
特殊的高铁之旅。

列车到达杭州东站后，
早早等在站台接孩子的父亲
看到儿子平安归来， 紧握着
列车工作人员的手反复道
谢。 小男孩也对一路照顾他
的列车长胡志良依依不舍，
笑着挥手说：“谢谢叔叔，叔
叔再见！”
■记者和婷婷通讯员金阳

天降垃圾袋砸凹小车，购物小票成线索
民警顺藤摸瓜破案：调取超市当天所有监控后找到“肇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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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7日讯 一台小车打着双闪停
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车尾后方还立
着三角警示牌，司机却不见人影。停车位
置恰好在下匝道的口子上， 车流滚滚。民
警担心司机遇上紧急情况， 电话联系时，
司机称：我回家了，还有几个小时高速就
免费了，我把车停那里等……

今天上午，湖南省交警总队通报这起
交通违法， 驾驶员刘某被罚款200元，驾
驶证记6分。

4月2日下午3点多，高警局涟源大队
民警巡逻至二广高速南往北2093公里处
时，发现一辆小车开启双闪灯停在应急车
道，车尾后面还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民警
上前查看，却发现车里没人，车门锁着，附
近也没找到这辆车的司机。

停车的位置位于下行匝道口，尽管车
辆开着双闪，但是车流量大，很不安全。
民警通过车辆信息联系上该车驾驶员刘
某， 得知刘某已离开高速， 不在车辆附
近。 民警依法通知高速路政部门将车辆
拖移出高速公路， 并要求驾驶员刘某次
日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

“我是想着可以省高速通行费， 在那
里停几个小时，到免费时段再开下来。”刘
某坦言，自己此行从广东佛山驾车返回涟
源， 由于并未遭遇预想的拥堵，2日下午3
点左右便到了下涟源东收费站匝道口处。
眼看还有9个小时左右高速公路就能免费
通行，为节省300多元的通行费，刘某将车
停放在应急车道，步行下了高速公路并返
回了涟源老家，准备次日再将车开走。

民警对刘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听民警一说才发现原来这么危险， 我真
的认识到错误了。”刘某说。民警对其非紧
急情况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的违法
行为处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

民警提醒，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非
紧急情况下， 任何社会车辆都不得占
用。 如果发现有车辆违法占用应急车
道， 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况下，
通过湖南高速警察违法举报的随手拍
功能进行举报。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封跃林 聂红

本报４月７日讯 高空抛
物屡禁不止， 本报曾报道过多
次。 株洲云龙示范区印象华都
小区的丁女士又不幸中招，她
停在路边的小车被一袋从天而
降的生活垃圾砸出一个坑。正
担心维权难， 警方从垃圾袋里
一张购物小票中发现了线索，
并找到了肇事者。

今日， 株洲警方披露了相
关详情。

3月31日， 印象华都小区
２期13栋居民丁女士报警称，
她停放在路边的小车被高空抛
下的一袋垃圾给砸中了， 车顶
部右侧被砸出了一道长约40
厘米、宽约30厘米的凹槽。

接到报警后， 株洲市公安
局经开公安分局学林派出所迅
速展开调查， 民警现场勘查发

现，垃圾袋里头装有纸尿裤、厨
余垃圾等。

垃圾袋是谁抛下来的呢？
警方在小区周边展开大量走
访，收效甚微。垃圾袋里的一张
超市购物小票引起了民警的注
意，小票上有超市的名字。民警
顺藤摸瓜，找到这家超市后，调
取了当天所有视频监控。

根据线索追查， 高空抛物
的是该栋17楼的一名男性业
主。面对铁证，该业主承认了自
己的错误，“为了偷懒， 然后看
了眼窗外，见楼下没人，就顺手
把垃圾扔了下去。”

民警当场对其进行了严厉
的批评教育。最终，在民警的协
调下， 该业主赔偿了丁女士
1000元损失。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梦野 罗冰云

本报4月7日讯 餐饮店老
板拖欠员工近6万工资未发，还
玩“凭空消失”……今天，记者
从娄底市公安局获悉， 该局娄
星分局联合当地劳动监察执法
人员一起将逃往西安的餐饮店
老板唐某抓获， 并经娄星区人
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店子突然关门了，老板也
不见了， 大伙的工资也没发。”
2020年6月15日， 娄底市娄星
区劳动监察局接到投诉， 经营
了两家煲仔饭餐馆的老板人间
蒸发不见踪影。 经查，“凭空消
失”的老板姓唐，因经营不善导
致亏损，拖欠7名员工的工资合
计5.4万余元。

“调查的时候两家煲仔饭
店均已关门停业， 连招牌都拆
了。”执法人员辗转联系上唐某
的母亲， 将其欠薪的事情如实
告知老人， 且提醒如果不及时
支付员工工资， 唐某将会涉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公安机
关将介入侦查的法律后果，“希

望老人家可以联系上他， 并劝
说其配合调查， 但他却不接电
话不露面，拒不配合调查。”

多番寻找无果， 执法人员
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唐某送
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同时，在唐
某未按照执法文书要求履行相
关义务， 且经责令限期支付投
诉人工资仍拒不支付的情形
下， 娄星区人社局以唐某涉嫌
犯罪为由， 将该案件移送给娄
底市公安局娄星分局。 娄星分
局高度重视， 立即进行立案审
查， 并在符合立案条件的情况
下随即启动了网上追逃程序。

2021年3月， 西安警方在
当地发现唐某， 并对其采取了
刑事强制措施。 娄星分局联合
区人社局立即派员赶赴西安，
成功将“跑路”老板唐某带回娄
底。目前，娄星区人民检察院已
对犯罪嫌疑人唐某批准逮捕，
等待唐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钊剀 曾辉 徐巍

餐饮店老板
恶意欠薪玩“消失”，批捕！

扶老携幼赶高铁
接了父亲“丢”了儿子
小男孩独自上了车，高铁工作人员一路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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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下午，
高速民警巡逻至二
广高速南往北2093
公里处时， 发现一
辆小车开启双闪灯
停在应急车道，车
尾后面还摆放了三
角警示牌。(扫报眉
二维码看相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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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不会掉馅饼，但可能会掉菜刀、掉花盆，掉瓷
砖……高空抛物、坠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生活
中的案例并不少见。很多高空坠物事件，看似偶然发生，实
则隐患可能已存在很久了。

有媒体曾对高空坠物的杀伤力做过测算，巴掌大的西
瓜皮从25楼落下，若击中人头部，可致人死亡；一个易拉罐
从15楼落下可砸破头骨。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规定，严令禁止高空抛
物，并细化了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承担责任主体。3月1日起
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也新增了高空抛物罪，指出“从
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警方提醒，拒绝高空抛物、坠物不再是一种倡议，而是
法律层面的一项禁止性规定，广大市民不要以身试法。

高空抛物入刑，你还敢乱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