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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3日 星期五 广告
责编/郑娅敏 顾华达 审读/胡红亚

美编/雷林燕 照排/陈鸿燕
社会 A09

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朱泽 沈默） 60秒的绿灯通行时间，
步履蹒跚的老太走了两分钟，其间路口几排车辆静静等候，没有越线
更没有催促的鸣笛声；担心老太安危，一小伙主动下车搀扶其安全走
过斑马线。

8月21日晚高峰，鄞州区福明路与百丈东路路口川流不息的车辆
因这位老人“静止”，暖心一幕被市民拍下上传网络后，小伙更是被网
友点赞“最温暖的礼让”。

“我当时从单位下班，准备开车回家，到这个路口时看到这么温暖
的画面，忍不住就拿手机拍了下来。”昨天下午，记者辗转联系到了市民
沈女士。事发当晚6点20分，晚高峰逐渐回落，但这里依然车流密集。

当时，她自东往西行驶在百丈东路上，至路口时准备左转弯到福
明路。“我前面是一辆白色别克轿车，因为福明路上西往东方向的斑马
线上有一位老人站着，那辆车在开到路口时就开始减速。”

路口宽敞，在转弯时沈女士和那辆别克轿车几乎是并行的。斑马
线前，别克车车主踩住了刹车，耐心等待老人过马路。

这是一位老太，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看模样起码有70多岁。她
缓慢往前挪步，可能腿脚不好，走得有些踉踉跄跄，一度还偏离了斑马
线。行走中，老太时不时挥舞着两只手，小心翼翼地向前试探，在沈女
士看来，似乎是一个视障人士。

这个路口是双向7车道。沈女士说，她记得当时西往东的这条斑
马线上绿灯通行时长是60秒，但老太走得非常慢，花了60秒才仅仅
走到马路中央。后排车辆越来越多，让她感动的是，整个过程中所有
人都很有耐心，路口几排车辆几乎是“静止”的，即便信号灯已经跳转
到绿色，而且没有人按喇叭催促。

等到老太行至马路中央时，别克车的车门打开了，驾驶座里走下来
一个小伙子，约莫30岁，身穿短袖衬衣、黑色长裤，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这样很危险的，你要去哪里？我带你过去。”只见他上前一把扶住
老太，慢慢向马路对面走去。隐约间，沈女士听到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的举动非常帅气，很温暖也很有力量。”看到
这个画面，她忍不住掏出手机，透过车窗拍了一段7秒的视频，并在事
后上传到了朋友圈。

昨天，“宁波交警”官方微博也转发了这段视频，并通过翻查监控
视频，补充还原了“温暖礼让”的整个过程。记者看到，老太通行这条
斑马线花了将近2分钟，可她行进的方向，车辆纷纷停车让行。

这个小伙是谁？记者也委托交警寻人。根据车辆登记信息，交警
拨了四五通电话过去，可惜一直无人接听，截至发稿时记者还未能联
系上对方。

沈女士拍下的温暖一幕。

60秒的绿灯时长，老太走了两分钟
几乎所有车辆静静等候
一小伙下车搀扶，网友点赞“最温暖的礼让”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周学 梁叶锋 黄超） 8月20日凌晨零
时45分许，高速交警接到报警，称沈海
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海方向1387公
里处，发生一起货车翻车事故，驾驶员被
困驾驶室。交警在5分钟内就到达了现
场，货车驾驶员已经自行从驾驶室内爬
出，万幸的是，撞击时他系了安全带，没
有造成较大的伤害。

经询问，这其实是一起小轿车撞
翻货车的事故。货车驾驶员对交警
说，自己车上装的是价值几十万元的精
密仪器，事发当时，他正常行驶在第二
车道内，那辆小轿车是从左侧超上来时
撞到了他车子的左前侧，瞬间就将货车

顶翻了。小轿车驾驶员也一个劲认错，
说由于他当时接了个电话，低着头没注
意前方的情况，就撞上了货车。

不过，交警在与小轿车驾驶员交
谈的过程中，隐约闻到了酒精的气
味，于是，交警立即对小轿车驾驶员进
行呼气酒精检测，测试结果显示，他体
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49mg/100ml，
远远超出了80mg/100ml的醉驾标
准。

公安机关称，小轿车驾驶员或将
面临6个月以下的拘役，吊销驾驶证，5
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并且酒后
驾驶机动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保险公
司也将拒绝赔付。

醉驾还接手机！危险驾驶撞翻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