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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交通违法王

A05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交通违法王锯锁开走汽车

违停司机锯开交警车锁驾车离开
长沙交警查获一名交通违法王，
得扣78分；
8月全省45人终生禁驾
相关新闻
无论什么时候，
交通安全都不可掉以轻心。但总有极少数交通
“违法王”
，
出现在
警方的严惩之中。
近日，
长沙民警将一台违停车上了锁。谁知道次日，
锁被锯了，
车开走了。交警一
查，
这台车逾期未检验并且有58条违法未处理。
此外，
昨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消息称，
8月份全省共45人终生禁驾。

只能运柴油的罐车装了30吨致癌物
本报长沙讯 8 月 27 日，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召开了 8 月全省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
量控大”暨“五大曝光”新闻通气会，会上通
报了全省高速公路货车整治行动战果和查
处的典型违法案例，曝光 7-8 月违法突出车
辆、违法突出的“两客一危”企业名单以及 8
月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有一起“罐车装了
30 吨致癌物”案件。8 月 12 日 6 时许，高警局
永州支队蓝山大队民警在南风坳入省检查
站对一辆鄂 N07721/鄂 N0671 挂号牌的危化
品运输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道路运输
证注明的经营范围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该
挂车罐体所装载货物为丙烯酸正丁酯(易燃
易爆三类致癌物)，不在经营范围内，该挂车
罐体检测报告显示仅核准运载柴油。

目前驾驶人顾某、谢某以及企业负责
人李某三人因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
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
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该案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8 月 15 日 0 时许，高警局郴州支队宜章
大队民警在京港澳高速小塘公安检查站对
一辆豫 BLK562/豫 BL190 挂号牌的货车进行
检查时发现，驾驶人黄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
证和行驶证均涉嫌伪造。经询，黄某承认自
己使用了伪造的证件。
因无证驾驶、使用伪造的营运车辆机动
车驾驶证及行驶证、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
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黄某被处罚
款 11200 元，行政拘留 10 日。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邓彪

21人酒后驾车肇事被终生禁驾

在面包车旁的倪某拿着被锯开的锁。图/受访者提供
本报长沙讯 8 月 25 日下午 6 时 30 分许，
天心交警六中队民警在白沙路白沙井附近巡
逻管控时，发现一台违停车辆，因无法联系上
车主，遂对其进行锁车处理。
然而，26 日上午民警发现车子已不在现
场，驾驶人强行锯锁逃跑，并且连同车锁也一
并“顺”走。此外，民警通过警务通查询发现
该车逾期未检验并且有 58 条违法未处理，累
计计分高达 78 分，是名副其实的“违法王”。
8 月 27 日，天心交警大队六中队指导员孙
粲告诉潇湘晨报记者，25 日下午 6 时 30 分许，
民警在白沙路白沙井附近巡逻管控时，发现
一台牌照为湘 AQ9N××的银灰色小型面包车
在禁停路段违停，因无法联系上车主，便对车
辆进行锁定并粘贴通知告知驾驶人到中队处
理。一直到当天下班，民警也没有发现当事
人过来处理。
等到第二天上午巡逻时，交警发现车辆
已不在现场。中队长洪宇立即将情况向大队
分控中心报告，请求分控中心提供支持，对
该车展开查缉。在分控中心的配合下，26 日
民警在南门口附近将该车和违法驾驶员倪某
查获。
归案后，倪某交代，他于 25 日中午 12 点左

右将车停在白沙路后，就回家睡觉了。到了
晚上 10 点左右他才重新出门，回到车旁时看
到车辆被锁，以为是城管将车辆锁了，就私自
用钢锯将锁锯开后驾车离开现场。
对于多条违法问题，倪某表示，知道自己
的车辆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且违法较多，当
时将锁锯开也是为了逃避处罚。
孙粲介绍，倪某的历史交通违法记录章
是电子抓拍的形式产生的，这种“违法王”是
重点打击的对象，
“这种驾驶员存在安全意识
淡薄的情况，我们对于该部分车辆是发现一
处查处一处”
。
目前，民警已将车辆依法扣留，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倪某因擅自改变机动车
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驾驶机动车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停放、上道路行驶未按规
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将面临罚款 800 元，
驾驶证记 6 分的处罚。违法驾驶人必须消除
58 条交通违法记录，照价赔偿故意损坏的车
锁后才能放车。
交警提醒，在路上开车一定要遵纪守法，
如果产生了违法记录要及时处理，否则将影
响车辆进行年检和驾驶证的业务。
记者骆一歌 实习生廖敏君

本报长沙讯 自 7 月 22 日起，省高警局
开展夏秋季高速公路货运车辆交通秩序整
治行动。行动开展一个月以来，高警局通过
加大占道违法打击、强化危化车管控、强化
站点查控、强化时段管控、开展集中攻坚等
方式共查获各类交通违法 52.7 万起，其中货
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等占道类违
法 16214 起；货车无证、假牌套牌假证等涉牌
涉证类违法 340 起；危化品运输车不按规定
时间线路行驶 77 起；疲劳驾驶、超速等其他
违法 7020 起。
7 到 8 月，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等公路客运车辆企业违法较多，其中

最多的企业有 420 起违法；长沙市湘辉旅行
社有限公司等旅游客运企业违法较多，其中
最多违法 169 起；株洲市一汽运有限责任公
司等危险化学品运输车企业违法排名前列，
最多违法 184 起；公路客运车辆湘 F78657 产
生违法 20 起；旅游客运车辆湘 N0L797 产生
违法 14 起；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湘 C17395、
湘 DGJ222，
均产生违法 14 起。
8 月，全省共有 45 人被终身禁驾。其中
因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构成犯罪被终身禁驾的有 21 人，因造
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被终身禁驾的
有 24 人。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邓彪

交通违法曝光台
●8 月，全省 45 人被终生禁驾

●其中 21 人因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
事故构成犯罪
● 24 人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
●7 月 22 日起，省高警局开展整治行动
●查获 16214 起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等占道
类违法
●查获 340 起货车无证、假牌套牌假证等涉牌涉证类违法

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

听闻日军投降鸣枪庆祝
湖南95岁抗战老兵回忆胜利时刻

本报记者於广强 长沙报道

在民族危亡之时，
一个个少年郎挺身而出，
用血肉之躯，
捍卫着河山与同胞。今日
起，
本报推出
“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
系列报道，
讲述他们的抗战故事。

95 岁的杨怀亮在抗战时期是一名飞机
场的地勤兵。8 月 27 日，记者跟随湖南老兵
之家志愿者一同看望老人。在和老人相处
的两个小时里，他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抗战
往事。

一枪打掉机场仓库

8 月 27 日，
长沙市按摩骨科医院，
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看望在医院休养的杨怀亮（中）。
图/记者於广强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1925 年 11 月，杨怀亮在长沙出生。从
1941 年参军到 1945 年抗战胜利，他都待在广
西，是广西都安战备机场的一名地勤兵。地
勤兵的工作主要是给飞机加油，搞卫生和其
他机械修理。杨怀亮说，自己虽没有上过抗
日战场，
但也“开过一枪”
。
当时日本进攻广西，
局势紧张，
部队要撤
到另一个飞机场。但是由于交通落后，机场
仓库里的子弹、油料、炸弹等物资都无法运
走。
“日本鬼子进来的话，这些东西都归日本
去了。排长告诉我，
你去把仓库给毁了，
不能
留给日本人。
”杨怀亮来到仓库，
把稻草围在
油桶旁边，
点燃后跑到远处，
对着油桶打了一
枪。油料溢出来，仓库便烧掉了。
“这辈子就
打过这一枪，
也算是很重要的一枪嘞。
”
在撤退过程中，还有一件事让杨怀亮印
象深刻。当时部队都是徒步往目的地赶，同
行的老百姓中有一个单身孕妇，在路上生了
小孩。母亲生完孩子精疲力竭，又要赶路，
便想把孩子丢下来送给当地人。杨怀亮见
到不忍心，就去帮助她。
“ 我给她讲，这小孩
子我给你带。我就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把孩
子包起来，捆在背上走。”到达目的地后，杨
怀亮把孩子交还该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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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午，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记者问杨怀亮还记不记得那一天的
情况，他立刻变得非常激动：
“那怎么不记得
嘞，那个时候，没得鞭炮放，就把那个枪呐，
土枪呐，机关枪呐做炮放，大家都喜欢得跳
起来了，日本鬼子投降啦！日本鬼子投降
啦！哈哈哈，好热闹的嘞！”老人一边说，一
边还用手握拳，往上比划，做出庆贺的动作，
好像这一幕刚发生一样。

湖南健在老兵至少850名
和记者一同看望杨怀亮的是湖南本地
的民间公益组织——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
者彭佩君和邓曼莉。在每年的抗战纪念日、
端午、中秋等节日，志愿者们都会陪伴老兵
一起过节。每当老兵有疾病苦痛或未了心
愿时，团队会想方设法予以解决，让老兵们
晚年更多欣慰少留遗憾。
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
志愿者告诉记者，
从8月25日起，
他们开始慰问抗战老兵，
给他们送
去鲜花礼物，
和他们聊天，
听他们讲故事。
彭佩君现在是湖南老兵之家执委，
她告诉
记者，
他们目前所关注和帮助的对象是从1931
年到 1945 年参加了抗日战争的所有健在的湖
南老兵。
“湖南老兵之家”
网站记录在册的湖南
健在抗战老兵尚有 850 余名。据了解，
全国各
省目前健在抗战老兵总数也仅为5000多人，
湖
南是发现健在抗战老兵最多的省份。
“他们为了国家出生入死，印象最深的
就是远征军，他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从尸
体里爬出来的。”
“ 做志愿者的目的，也不是
关爱多少老人，是想这个抗战精神，要我们
的下一辈知道这样一段故事。”
彭佩君说。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湖南高院院长审理重大涉黑案
本报长沙讯 8 月 27 日上午，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二级大法官田立文担任审判长，在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尚同军、
吴先耀等 23 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故意杀人等罪案。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7 月 13 日对该案进
行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尚同
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涉足花垣县采矿业后，为了
以恶抢矿、护矿，一边网罗社会人员，充实扩大自
己的力量，一边拉拢国家工作人员，编织“关系
网”，逐渐形成了以尚同军、吴先耀为组织者、领
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案共涉及 21 个罪
名、64 起违法犯罪事实。其中，有组织地实施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采矿、诈骗等 43 起违法
犯罪活动，致 3 人死亡，1 人重伤，1 人轻伤。同
时，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还实施故意杀人、抢
劫、非法拘禁等非组织犯罪 21 起，致 2 人死亡，3
人重伤。
7 月 30 日，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
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尚同军、吴先耀、伍秀
元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
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唐先举、杨永
锋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
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对其
他被告人分别判处八年至二十二年不等的有期
徒刑。
一审宣判后，
9 名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开庭之前，田立文组织合议庭反复查阅案卷
材料，认真审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深入研究案
件争议焦点，赴看守所提讯上诉人，先后召集检
辩双方召开 4 次庭前会议。
庭审中，围绕上诉人尚同军、吴先耀、伍秀元
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法庭
组织检辩双方对争议焦点展开法庭调查、法庭辩
论，上诉人作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审判长
宣布休庭，并宣布择日宣判。
记者周凌如 实习生喻志雪 通讯员刘晓芬 向曼琦

钓鱼网站骗走店铺老板1万余元
本报长沙讯 8 月的一天，在长沙宁乡菁华
铺开店的明先生（化姓）收到相关部门提醒：他的
营业执照需要报送年报。
几天后，明老板刷到了一条朋友圈，是关于
营业执照年报申报的短信截图，信息提示在 8 月
24 日前未提交年报将会受到各方面限制，明老板
心想自己的营业执照还没有申报，于是登录图片
上的网址，根据提示要求逐步操作，填写店名、实
名认证、银行卡认证、手机号认证，并将银行发送
的验证码输入网页中。
然而，让明老板没有想到的是，这看似正规
的网站和没有漏洞的操作流程其实是骗子的套
路。很快，明老板就收到了消费提示，被盗刷人
民币 1 万余元。
随后，明老板来到宁乡市公安局菁华铺派
出 所 报 警 。 据 调 查 ，原 来 明 老 板 是 看 错 了 信
息，朋友圈发的其实是诈骗预警，却被他错看
成了正确的申报网址。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警方提醒，此类短信被称为“钓鱼短信”，在
这些“钓鱼短信”的后面，是一群骗子在操作。
他们首先搭建一个非常逼真的“钓鱼网站”，不管
是配色，还是排版，和官网基本一模一样，大家点
进去之后会误认是在官网填写信息。而当骗子
掌握了一个人的身份信息、银行卡、验证码等私
密信息后，就可以直接绑定第三方进行转账、购
买物品。
警方提醒各位商户，如果收到了这条短信，
请立即删除，不要点击，不要回复。如已被骗，请
立即报警。
记者满延坤 通讯员冯胜

穿支皮瓣修复术保住她的脚
本报长沙讯 长沙市开福区 45 岁环卫工人
谢大姐，工作时不慎遭垃圾分拣机器碾压，导致
左足剧烈疼痛、流血，被紧急送往长沙市第一医
院急诊科就诊。经检查诊断为左足背碾挫伤、左
足第 2-4 跖骨骨折。由于是垃圾处理机器致伤，
细菌感染极为严重，足部皮肤很快发黑、流脓，伴
有恶臭，可能致残。
入院后，骨科一病区组织创伤骨科专家组根
据谢大姐的病情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力求既
保住可能毁损致残的左下肢，又最大限度地减轻
谢大姐的心理负担及经济压力。
经过前后 3 次清创引流手术，约 1 个月后谢
大姐左足背的坏死感染基本得到控制。不过，左
足背皮肤软组织没有自行愈合能力，如果不采取
移植覆盖创面，谢大姐的左足将毁损。
此时手术修复皮肤软组织缺损及覆盖肌腱
成为挽救谢大姐左足功能的关键。为达到更好
的创面修复效果、更小的供区损伤，副主任医师
尤涛、李晓明为谢大姐施行左足背皮肤缺损游离
股前外侧穿支皮瓣修复术。
左足背皮肤缺损游离股前外侧穿支皮瓣修
复术，通俗地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拆掉”
（切
取）一部分左大腿完好的带血管供血的皮肤组
织，
“补”
（移植）到足背缺损软组织的位置。
术后，谢大姐左足功能状态良好，左大腿供
区伤口愈合后仅残留一条线性疤痕。出院时，谢
大姐和她的家人握着医生护士的手连声道谢。
通讯员李晓明 记者梅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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