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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在附近，交警人性化执法及时劝离。

文/图 本报记者 夏亮红 实习生 曾雁湄

依法打击煽动群众闹事、组织策划
群体性上访的黑恶势力！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王
念）记者10月9日从市第一法院获悉，
日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全国法院优秀微电影微视频作品征
集活动结果揭晓，其中，由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拍摄，真实全景反映中山市
第一人民法院一起攻坚执行难典型案
例的微电影《神秘的土地》获奖。

今年 5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
门举办了以“献礼 70周年 建设法治
中国”为主题的微电影和微视频作品
评选工作。活动共征集到22个省（市、
自治区）高院推荐报送的微电影微视
频144部。经组织方推荐、初评和评委
会定评，评选出 20部优秀作品及 15

个组织奖。
获奖微电影作品《神秘的土地》

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拍摄，真实全
景反映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一桩围
绕土地展开的执行“案中案”，该案也
是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案情迷雾重
重，环环相扣，执行法官最终从细节
中抽丝剥茧，拨云见雾，堪称“最考验
执行法官智慧的案件”。

记者从市第一法院了解到，这起
案例早在 2018年 7月 23-25日，最高
法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
的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特别节目《本
案正在执行》摄制组就曾到市第一法
院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摄制。

该片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
道（CCTV12）播出后引起良好反响，
广东高院决定将本案拍摄为微电影，
展现人民法院攻坚执行难的决心和
意志，于去年12月跟进本案执行进度
进行了后续拍摄。

“两次拍摄均采用实时拍摄方
式，全程无预演、无彩排、镜头跟随执
行干警十几个小时，面对突发紧急情
况，采集了大量第一手真实镜头和素
材资料。”市第一法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多部门的紧密协作下，这部反
映执行一线工作艰辛与执行干警智
慧的微电影以最真实的面貌呈现在
观众面前。

本报讯（记者 王伟 通讯
员 王蓉）刚刚满月的宝宝小星
星（化名）被 6岁的姐姐小月月
（化名）压在了身下，严重受伤，
连夜被从小榄镇送到博爱医院，
经过一个多月的抢救，日前小星
星已经顺利出院。

今年 8月某日凌晨 2点钟，
小星星的妈妈醒来准备给孩子
喂奶时，发现小星星被 6岁大的
姐姐压在了身下，当时小星星已
经面部发青变紫，四肢软绵无
力，呼吸微弱，甚至还有少量鲜
血从鼻孔流出。情况不妙，小星
星当即被送往镇区医院，后因情
况危重，又呼叫 120急救车将小
星星连夜送到博爱医院抢救。该
院PICU（小儿重症监护室）立即
采取抢救措施，予呼吸机辅助通
气、加强气道管理等，小星星呼
吸较前好转，没有了发绀发紫的
症状，四肢逐渐恢复了温暖的体

温，后转往小儿特需（VIP）病房
继续治疗。一个多月后，小星星
终于恢复了健康，日前顺利出院
回家。

对此，医生提醒，类似的事
件并不少见，家长需注意 3个月
以内的婴儿被被褥或其他重物
压到。有条件的，还应从小培养
宝宝独自睡觉的能力。宝宝和家
长一起睡，有诸多的弊端，如不
利宝宝睡眠质量、不利于从小培
养内心独立等，而且很多意外案
例是发生在妈妈哺乳时睡着，不
小心压着嘴巴正在喝奶的孩童
导致窒息。

此外，医生还提醒，较大婴
幼儿应防止食物、果冻、果核、纽
扣、硬币等异物吸入气管或食
道。尤其是硬币，今年入夏以来
博爱医院已经接收了多名儿童
误吞硬币而导致的异物摄入，需
要进行胃镜取物的病例。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
员 梁思颖）昨日上午，57岁的周
阿姨在陈星海医院看到从自己
胃里取出的结石后终于松了一
口气，此前被这块“石头”折磨，
周阿姨已经持续腹痛了近一个
月，而让她胃里长出结石的“罪
魁祸首”竟然是美味的柿子。

据周阿姨介绍，她从今年中
秋节开始反复出现腹痛，10月 6
日凌晨因疼痛难忍由家人送到
陈星海医院就诊。医院启动多学
科会诊，完善相关检查并急诊送
手术室，从患者的胃和小肠中分
别取出一块15×4cm大小茄子样
结石和3×3cm柱状结石，术后周
阿姨恢复良好。

原来周阿姨平常很喜欢吃
柿子，今年中秋节是柿子上市

的季节，柿子既甜又软，周阿姨
爱不释“口”，一次能吃七八个。
该院普外科医生郭亮介绍，柿
子中含大量鞣酸、树胶及果胶
等成分，在胃酸作用下鞣酸与
蛋白质结合成鞣酸蛋白，并且
与柿子中果胶及纤维素黏合在
一起而形成较大的团块，即坚
硬的胃结石，也称胃柿石。他提
醒大家，想要避免胃结石的形
成，一次不宜吃得过多，吃的时
间也应安排在饭后。医生还提
醒，当吃了带皮的柿子、未熟透
的柿子、空腹吃柿子或一次性
食用大量的柿子、山楂、黑枣等
后出现了上腹疼痛不适、恶心、
呕吐等症状，请及时到医院就
诊，并行胃镜检查，必要时住院
治疗。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伟祺
通讯员 刘思聪 陈啸天）10月 9
日 8时 51分，京港澳高速港口镇
下南段，一辆满载棉纱的货车着
火，港口消防及时出警，迅速控
制火势。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
亡，但是车上物品被严重烧毁。

港口消防接警后迅速到现
场处置事故。由于货车上装载的
大多数是棉纱类易燃物品，消防
员到场时火势正处于猛烈燃烧
阶段，事发路段被浓烟笼罩，白
色货车车身被火焰吞噬，所幸驾
驶室无人员被困。

消防员立即对现场疏导警
戒，控制车流。3个战斗灭火小组

同时对着火车辆进行扑救，其中
1个灭火小组利用水罐车出水进
行火势控制，其他 2个灭火小组
利用水罐泡沫车，出泡沫进行扑
救。10时 10分大火被扑灭。事后
清点发现，货车驾驶室被彻底烧
毁，车厢货物亦无一幸免。

出事货车司机说，早上他驾
驶着装满棉纱货物的货车，从沙
溪一工厂出发开往广州，途经京
港澳高速港口镇下南路段时，从
后视镜发现车上货物烧着，于是
将车辆停靠应急车道并立即报
警求助。

目前，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
步调查。

满月宝宝
被姐姐压至窒息

经抢救一个多月才出院，医生提醒家长
最好让宝宝独睡

女子食用过量柿子
患上胃结石

医生提醒：吃柿子不宜空腹并注意不能过量

满载棉纱货车
高速路上自燃

消防员及时扑灭大火，无人伤亡

及时驶离“放你一马”
阻碍交通“罚没商量”
——记者体验交警上路查处车辆违停执法过程

市第一法院执行“案中案”题材拍成微电影《神秘的土地》

获评全国法院优秀微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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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下车去办点事，几分钟

就被抄牌了！”近期，有车主反映称，

我市交警部门在中心城区查处车辆

违停太严格，在难停车、停泊位不足

的现状下，实在是无奈，希望交警部

门对这类“临停”等特殊情况制定更

为人性化的执法措施。短暂违停车

辆，交警部门会不会一视同仁开出罚

单？哪种情况下，会采取人性化执法

而不会开出罚单？10月9日，记者跟

随路面市公安交警支队执勤民警体

验了执法过程。

“这里双向两条车道，车流量也
大，有几辆车违停在路边，导致后面的
车辆全被堵，希望你们快来处理一
下。”10月9日上午8时30分许，市公安
交警支队铁骑队队员正在孙文东路巡
逻，接到群众举报后，立即赶到被市民
举报投诉的银湾南路疏导交通。

记者跟随铁骑队员赶到时，几
辆违停在路边的小轿车司机见到警
灯闪烁的铁骑后，反应迅速准备将
车开走。由于司机能将车辆及时开
走，执勤民警对其进行教育劝离后，
没有进行处罚。

记者留意到，随着违停车辆驶
离，道路也慢慢恢复了畅通。而一直

违停在路边没有及时驶离的车辆，
执勤民警对其进行了处罚。“前面路
边有设置停车位，不停在停车位上，
非要违停在这个路口添堵，这类违
停车必罚。”铁骑队员指着一辆被贴
罚单的白色小轿车告诉记者。

住在银湾南路西侧的蔷薇山庄
小区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每天早
晚高峰期，他开车想从小区出入口
转入银湾南路都非常困难，往往要
在路口折腾几分钟才能驶出来，“一
是早高峰车流量大，还有一个客观
原因，就是路边经常有车违停，往往
有一辆车违停，就会堵住后边很多
车辆，导致交通堵塞。”

9时许，记者跟随铁骑队员来到
孙文东路巡逻，发现在起湾商业街
附近一家建材店门口，有一辆白色
SUV轿车违停在路边，这对于单向
两车道的孙文东路来说，相当于这
辆车占据了一条车道，明显妨碍路
面其他车辆通行。

为疏导交通，民警随即上前处
理。就当民警在找不到车主后准备
开出罚单时，车主从路边店铺跑了
出来，称马上将车子开走。出于人性

化执法，民警只是对司机进行了教
育警告，暂停了开罚单。“一般会给
车主一些时间，如果车主没有出现
并及时将车子开走，就会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开出罚单，但如果在开出
罚单前，车主能及时出现并将车子
开走，就不会对其进行处罚。不过罚
单一旦开出，就没法更改了。”民警
解释称。见到民警“网开一面”，车主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称往后绝
不会在繁忙路段违停，给交通添堵。

■给交通添堵，罚你没商量

■及时驶离，暂停开罚单

近期，本报热线电话也收到了
不少车主对交警开罚单的一些疑
问，比如“我停在商铺门口，为啥也
被抄牌”“我就下车办点事情，几分
钟就被抄牌了”“我都停在村口，交
警怎么也抄牌？”“老城区停车位不
足，实在没地方停车”……哪种情况
下，交警会处罚违停车辆？哪种情况
下，交警会采取人性化执法？市公安
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进行了释疑。

比如，市民黄先生在城区中山
五路紫马岭村口因违停车辆，接连
吃到两张“牛肉干”。没错，黄先生确
实是将车停在了村口，但结果妨碍
了其他车辆通行，同时，中山路是城
区九条严管路之一，将车停在距离
机动车道 30米以内的市政道路上，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交警部门照样
进行处罚。

市民何先生将车子停在东区桃
苑路旁一处商铺门口，同样吃到了

“牛肉干”。该负责人表示，何先生虽
然将车子停在商铺门口，但车身跨

过了绿道和盲道，妨碍了非机动车
以及行人的出行，这种情况将开出
罚单。如果何先生将车子停在商铺
门口，不影响绿道和盲道，尽管此种
情况也符合处罚条件，但出于人性
化管理，一般不会进行处罚。

市民梁先生在康华路与富康路
路口附近道路上停车 5分钟，就被
交警抄牌了，梁先生认为只是短暂
的违停，交警应该人性化执法，不予
处罚。对此，该负责人表示，这和上
述孙文东路出现的车辆违停情况一
样，如果司机能及时将车子开走，执
法民警是不会开出罚单的，如果联
系不上车主，那么将会严格执法进
行处罚。

对于停车相对难的老城区，交
警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一般情况
下，只要不严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
阻碍道路畅通，执勤民警是不会进
入老城区处罚违停车辆的，但是被
市民举报投诉的严重违停现象，交
警进行现场核查后，将会进行处罚。

■哪种情况下违停不开罚单？

■交警处罚车辆违停该松还是该紧？
对于交警上路查车辆违停，记

者采访期间，听到了两种声音。有市
民表示，违停妨碍其他车辆通行，阻
塞交通，交警必须严厉整治；也有市
民表示，在难停车、停泊位不足的老
城区街道，应该松一点，只要没有严
重阻塞交通以及妨碍其他车辆通
行，就不应该予以处罚。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认为
交警应该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法》
等法律法规执行。”广东正日律师
事务所律师陈艺金认为，实际上，
在繁忙时段，一辆车违停几秒钟，
都有可能会造成交通拥堵，对于这
种严重影响通行或出行安全的，交

警部门绝对不能手软。
陈艺金表示，实际上，只要违

停车辆在未开出罚单之前能及时
驶离，执勤民警就会放弃开罚单，
这已经是我市交警部门人性化执
法的体现了，“这个尺度刚刚好，如
果再人性化一点，就会被很多车主
钻空子，明明附近有停车场停车，
为了图方便或者不愿缴停车费，就
会随意在路边停车了。”

石岐区一名社区工作者李先
生则认为，在缺少停车位的老城
区，只要没有严重阻塞交通或者妨
碍其他车辆通行，建议交警部门不
处罚。

交警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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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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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 交警对阻碍交通
的违停车开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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