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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谁在闯红灯

温
馨
提
醒

暑假是溺水事件高发期。市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暑假期间要看护
好未成年人，平日要做好安全教育工作，不得在野外的水库、湖泊、池塘、
河渠等游泳戏水，若要下水游泳，一定要到正规的游泳馆。若发现有人不
慎落水，应立即报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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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刘
洪希 王伟华）8月17日，王某因无证、醉
驾被行政拘留、刑事拘留期满后，走出
了中山市看守所的大门。但事情并没有
就此结束，根据刑法，王某还将被司法
机关处拘役、罚金。

7月 30日凌晨 3时许，坦洲公安分
局交警大队接到报案，称坦洲镇十四村
翠景路 12号对开路段发生一宗小轿车
碰撞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轿车的事故，请
求出警处置。

值班民警闻讯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发现肇事的是一辆粤C号牌小轿车。期
间，一名杨姓女子自称肇事司机，并主
动告诉民警说自己当时刚刚下班，打算
开车回家，但准备倒车的时候，不小心
挂了前进挡，后又误将油门当刹车，将
前面停在路边的小轿车给撞了。由于杨
某在描述事发经过时，眼神闪烁，而且
吞吞吐吐，民警感觉事有蹊跷，于是在
完成现场取证后，将杨某带回大队进一
步调查。

在杨某仍然坚持称自己是肇事司
机的情况下，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
控视频，确认事发当时开车的并非杨
某，而是一名男子。在证据面前，杨某最
终交代事发当时是她的丈夫王某开车。

民警随后要求杨某联系王某到案
接受调查。当天早上7时许，王某来到坦
洲交警大队，承认了自己喝酒后无证驾
车的事实。民警随即对王某进行酒精检
测，结果显示呼气酒精含量为 91mg/
100ml，涉嫌醉酒驾车。王某后被带往医
院抽血备检。

据王某交代，7 月 29 日 22 时 50 分
许，他在亲戚家喝酒。翌日凌晨零时许，
他乘坐出租车到坦洲镇十四村翠景路
的一家足浴店接妻子杨某下班。但刚好
妻子还在上班，他于是向妻子索要车辆
钥匙，然后上车启动了车辆。因王某没
有申领驾驶证，对车辆的操作不熟悉，
结果准备后退时挂错了挡位，致使车辆
前进，后来又错把油门当刹车，最终导
致车辆撞向了前方一辆停在路边的小
轿车。因自己无证驾车又喝了酒，王某
害怕受到严厉处罚，于是叫妻子“顶
包”，自己随后离开现场。

当天，坦洲交警大队以无证驾驶机
动车等违法行为依法对王某作出了行
政拘留 15 日罚款 1500 元的处罚。8 月
初，司法检验报告显示王某血液酒精含
量达 85.2 mg/100ml，确认了王某醉酒
驾车的事实。因此，8月 14日，王某在行
政拘留期满后又被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王伟 摄影报道）
日前有市民向本报报料称，民生路石
岐区民生社工站门前一处路面有下
陷现象，已经存在多日，不光影响市
容，也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交通隐
患，希望有关部门修整一下。

昨天早上8点半，记者来到现场看
到，民生路石岐区民生社工站门前左
侧确实有一处路面下陷。左侧车道上
有一条长约五六米的裂缝，裂缝附近

水泥路面呈现粉碎状，裂缝处还涂有
沥青，应该是有关部门之前填补过，裂
缝周边路面还有轻微隆起现象。

由于正值上班早高峰期，从此经
过的各类车辆络绎不绝，一些车辆会
选择避开这处下陷，或减速慢行，也
有一些车辆可能是不熟悉路况，发现
下陷时已经避让不及，就会直接从这
处下陷处开过去，车辆随后发生较大
的颠簸和巨大声响。

退休后的汪锦新每月只靠 1000多
元的退休金及1080元的退伍补贴生活，
而 ICU病房一天的医疗费就高达 4000
元，每住一天，汪锦新肩上的重担就加
重一点。截至8月13日，汪锦新已经花费
85000元医药费，还欠医院74000元后续
治疗费。

“老汪本来不想接受社会救助的，
无奈医药费实在太高。”村委在得知李
永芬的病情后，迅速收集资料在轻松筹
上发起目标为20万的捐款，希望能缓解
汪家的燃眉之急。10 元、20 元、100 元
……轻松筹上，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汇

聚成一股暖流，温暖着汪锦新一家。
轻松筹不仅为汪锦新筹得 13万多

元的善款，还吸引了企业的关注和帮
助。8月16日，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中心支公司和中山市天博进出
口有限公司代表来到汪锦新家中，分别
为他送上2万元的慰问金。

“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帮忙。”汪锦新
表示，社会各界送来的不仅是资金，更
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动力。五桂山办事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五桂山办事处相关部
门将持续关注汪锦新家庭，在有需要的
时候及时送上帮助。

■现场走访：
库充牌坊路口：
闯红灯者大多是买菜市民

中山四路库充牌坊过街人行横
道，是库充市场与马路对面多个老旧
居民小区的连接枢纽。据刘小姐反映，
该路段行人闯红灯多在上班早高峰
期，而闯灯者中又以年长者多见。“有
时一堆一堆的，都是去市场买菜的大
妈，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把车开过去，导
致被堵在路上的车辆很多。”为了表达
不满情绪，刘小姐还特意拍了一段视
频发朋友圈进行谴责，“希望长辈们能
遵纪守法，给年轻人树立好榜样！”

昨日上午 8时 30分许，正值上班
高峰期，记者来到现场蹲点观察，中
山四路车水马龙，可在此处过街人行
横道闯红灯的行人络绎不绝，确实如
刘小姐所反映，“闯灯者”多为年长
者，他们中大多提着菜篮子或者购物
袋走进了库充市场。记者留意到，部
分闯红灯者根本不看路口信号灯，也
不顾有没有车辆，只管“横穿直闯”，
非常危险，好在大多数车辆见此都会

“无奈地礼让”。因闯红灯者耽误，该
处路口的车辆通行效率也大大降低，
车辆行驶速度非常缓慢。

利和广场路口：
多名行人不顾抓拍系统横穿直闯

5月5日，中山首批交通违法人脸
识别抓拍系统在中山三路利和商业
广场对开路段人行横道运行，主要抓
拍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该系
统对红灯状态下的行人、非机动车闯
红灯行为进行抓拍，并利用人脸识别
核实行为人的身份信息，形成影像同
步在电子显示屏上实名曝光，滚动播
放。凭借着该系统的“震慑”，该处路
口行人闯红灯行为逐渐减少，但仍有
部分市民我行我素“横穿直闯”。

昨日上午10时许，记者在现场观
察了半小时，有 12名行人闯红灯，全
部是成年人，有男有女，也有年长者
和年轻人，没有一名小朋友。“从幼儿
园开始，老师就教我们‘绿灯行，红灯
停’，我们觉得闯红灯不但很危险，而
且也给过往的车辆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在利和广场逛街，来自中山二中
的四名学生表示，她们有时会规劝过
马路闯红灯的行人。

■交警说法：
行人闯红灯，抓拍曝光还可处罚

针对行人违法行为，目前中山以说
服教育以及抓拍曝光为主，但交警部门
表示，如果证据确切，在现场被交警逮
住，也可以和机动车违法一样进行处
罚。据我国交通安全法规定，行人、乘车
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
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记者留意到，被抓拍的违法人图

像，不仅在现场电子屏上可以清晰地看
清脸部，而且其部分姓名和身份证信息
也被曝光。城区交警大队有关负责人表
示，利和广场对开路段人行横道安装的
人脸识别系统对遏制行人、非机动车闯
红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将扩
大安装人脸识别系统的范围以及加大
重点路口的监控力度，来督促行人养成
良好的交通文明习惯。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伟祺 通讯
员 钟耿祥 陈啸天）8月 19日，中山市
横栏镇指南村粮仓附近一鱼塘发生儿
童溺亡事故。落水男童今年 7岁，被消
防员打捞上岸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上午6时40分，横栏消防接警后出
动 2辆消防车、12名指战员前往营救。
事故现场，两名水性较好的消防员穿

上救生衣、系好安全绳，潜入鱼塘进行
搜救。经过来回摸底搜寻，锁定落水男
童的位置。男童被打捞上岸后，经现场
医护人员确认，已失去生命体征。

据现场民警介绍，落水男童姓陆，
父母在横栏承包鱼塘做生意，男童刚
满 7岁，在老家广西读书，暑假期间来
到横栏跟父母生活。事发当日早晨，男

童父母起床时，发现男童床上不见人，
随即焦急地四处搜寻。结果在鱼塘发

现男童的鞋子，父母二人尝试打捞无
果后，才拨打电话报警求助。

利和广场对开路段人行横道、库充牌坊过街人行横道，行
人闯红灯等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仍较多见。交警部门提醒——

行人闯红灯 曝光加处罚

老兵有困难 众人齐帮忙
五桂山桂南村一退伍军人因家人患病陷入困境，

村委发动轻松筹，社会各界助他渡难关

丈夫无证醉驾撞车
妻子冒名顶替“穿帮”

当事男子被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并处拘役、罚金

“请大家帮帮这个荣誉老兵的家庭！”8月14日，五桂山桂南

村村委发起的一则轻松筹在中山人的微信朋友圈热传。该村老兵

汪锦新因妻子重病，加上妻儿都是精神病患，家中陷入极大困境。

记者昨日从五桂山办事处了解到，该轻松筹在几天时间内已筹集

到17万余元善款，助汪锦新解燃眉之急。

本报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陈结婷

60岁的退伍老兵汪锦新曾是五桂山
桂南村委会治保会副主任，退休后一直
靠退休金支撑着家庭。6月27日，汪锦新
的妻子李永芬晕倒在家中，紧急送往三
乡医院后，被查出患有脓毒血症、肺感
染、痴呆、脑梗塞、抑郁症等一系列病症。

李永芬被转至 ICU病房，经历12天
的救治后得以转危为安，转移到普通病
房。8月 12日，原以为能松一口气的汪
家，又收到病情加重的通知，李永芬再
次转入 ICU病房进行救治。

五桂山桂南村相关负责人介绍，汪

锦新一家4口，妻子、儿子都是多年精神
病患，需长期治疗，没有工作能力，女儿
结婚后育有一子，也没有工作。二度进
入重症监护室，不仅对汪锦新造成了极
大的精神冲击，同时让这个本不富裕的
家庭雪上加霜。

每天早上，汪锦新6点就起床，料理
好儿子、孙子后，8点赶往医院送早饭，
一直到晚上才能回家。妻子住院后，汪
锦新“既当爹又当妈”，每天来回于医院
与家，“两边都放心不下来，只能一直往
返。”汪锦新说。

■村委发起轻松筹，汇聚社会关怀暖人心

■妻子不幸患病，老兵担起家庭重担

七岁男童跌落自家鱼塘溺亡
相关部门提醒家长暑假千万要看护好未成年人

文/本报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罗庚新 图/本报记者 缪晓剑

近日，在东区中山四路上班的刘小姐向本报反映，中山三路利
和商业广场对开路段人行横道和中山四路库充牌坊过街人行横道，
行人闯红灯的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比较多见，希望交警部门对该路
段进行整治。昨日，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该两处过街人行横道“闯灯
者”确实较多，而在中山三路利和商业广场对开路段人行横道，尽管
交警部门安装了人脸识别抓拍系统进行曝光，但仍有不少人视而不
见，常常横穿直闯。

路面下陷过往车辆常“中招”
位于民生路石岐区民生社工站门前，市民盼

早日修复

8月19日上午，中山三路利和广场对开路面红绿灯处有市民闯红灯。

中山西区彩虹大道28号沁美家园
26 卡-34 卡商铺，572 平方米，
13802663843林生。

商铺出售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224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0、9、3
“排列五”中奖号码：0、9、3、1、0
兑奖时间从2019年8月19日起至2019年10月18日止。

“超级大乐透”第19096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2、12、22、23、27、02、06
兑奖时间从2019年8月19日起至2019年10月18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8月19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36选 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24期开
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2）、（08）、（09）、（16）、（35）、（36）
特别号码：（12）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24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4）、（3）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 选 7“好彩 1”电脑福利彩票第
2019224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12）、（猪）、（夏）、（南）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3D、“南粤风采”800万元大赠票：8月15日至
11月 30日，凡在省内（不含深圳市）福彩投注站购
买3D或“南粤风采”游戏指定投注方式，单张彩票
中奖金额小于1万元（含1万元）的，兑奖时立即赠
送12元的好彩1机选彩票1张，800万元赠票金额
送完即止。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8月19日

下陷处的裂缝常使过往车辆发生严重颠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