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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高速公路
突然“起雾”引发追尾
原来是一包腻子粉惹的祸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黄
远）深夜，高速上突然“起雾”，还因此引发追
尾事故，什么情况？交警核查之后才发现，原
来是一包遗落在路上的腻子粉惹的祸。昨天，
记者从高速交警部门了解到这么一件“怪”事。

10月13日凌晨4点左右，高速交警宁波
支队一大队接到驾驶员报警，称在沈海高速宁
波方向1544公里附近，发生一起槽罐车追尾
集卡车的交通事故，车子还滞留在路面上。为
了在第一时间消除二次事故隐患，执勤民警火
速赶往事发地。

到达现场后，民警刚下警车就闻到了一股
非常刺鼻的味道，空气中还弥漫着一些细微的
尘埃。只见集卡车被卡在中央护栏里无法移
动，急需吊车施救，槽罐车就停在集卡车前方，
而当过路车辆经过时，槽罐车旁还会刮起一阵
阵粉尘。于是，高速交警立即通知施救力量，
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车道，并通知公路养护
部门对路面散落物进行清理，消除隐患。

民警随后展开事故调查。槽罐车司机刘
某说，他行驶到事发路段时，看见前面起了“大
雾”，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就赶紧减速，
后来还是发生了事故。

集卡车司机李某则表示，事发前，他的车
子跟在槽罐车的后面正常行驶，突然，槽罐车
上冒出灰白色的烟雾，并且车辆还在减速，他
就想变道绕过去，可当时右侧车道有辆小货车
并行着，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紧急制动，最终，车
子没刹住，撞上了槽罐车。

好端端的，高速上怎么会“起雾”？早上6
点多，天色渐亮，随着事故车辆被拖离高速，事
情的真相浮出水面。

原来，槽罐车车身上的灰白色粉末是腻子
粉。一包被运货车遗落在路面的“腻子粉”，被
过路车辆反复碾压之后，扬起了粉尘，像极了

“团雾”。经过该路段的槽罐车正面“遭遇”这
些粉尘，导致能见度急剧下降，驾驶员本能地
踩了一下刹车，而跟在后面的集卡车由于车距
过近，避让不及，由此发生了交通事故。

交警表示，虽然这起追尾事故看起来是
“祸”从天降，但如果后车驾驶人当时保持了安
全的行车距离，并采取了有效措施，事故还是
可以避免的。高速交警提醒驾驶员，高速路上
行驶，突发情况比较多，必须谨慎驾驶，行车时
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
员 周瑾） 深夜，王某连人带
车坠入山崖，翻滚中被两棵大
树卡住，绝望之际一束微弱的
灯光照亮周遭的黑暗，他终于
体会到什么叫“死里逃生”。
昨天，余姚交警向记者讲述了
一起发生于近日的救援行动
——过程很惊险，好在结果很
幸运。

时间要倒回国庆长假期
间。10月5日晚上10点多，余
姚交警梁弄中队接到一起过路
司机的报警电话，称有人在余
姚 213 省道羊额岭观景台附
近，开车撞断防护栏后冲出路
面，连人带车坠入山下。

接警交警知道那段山路的
护栏外就是百米悬崖，车辆从
那里翻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值班交警迅速驾车前往事发
地，120、消防等部门也先后赶
到事发地。可现场的一幕让大
家心里没底：在距离观景台大

约100米的拐弯处，一段防护
栏已被撞毁，车辆应该就是从
这里冲下去的，而此处与地面
落差有200米左右，往下看，黑
漆漆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更
不要说驾驶员和车辆的影子
了。

由于事发地没有路灯，为
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交警当
即设立了警示桩、警戒带，并协
助消防部门做好外围交通秩序
维护。好在经过近两个小时的
救援，消防员成功搜索到了掉
落深渊的汽车与驾驶人王某，
并成功将其救了上来。

今年 33岁的王某是宁波
本地人，惊魂未定的他讲述了
事情的始末。“我是独自一人出
门兜风的，开到这段山路时觉
得有点累，就在车内打了个
盹。等醒来时，打算回家。但
估计是还没回过神，远光灯忘
了打，结果不知怎么的，就直接
冲出路面掉下去了。”他说，车

子冲出护栏后就一路向下不停
翻滚。“当时太绝望了，觉得必
死无疑。”就当他以为自己无法
幸免于难时，车子突然停止了
翻滚，被卡在了两棵大树之间。

“我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手
臂还在不断流血，就用衣服将
手包住止血。”王某告诉交警，
虽然车子被卡住，但随时有可
能再次下坠，他必须想办法自
救，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手机。
后来他想到有车载报警系统，
就迅速按下了SOS键，也不知
灵不灵。

在命悬一线中等待太煎熬
了，而且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又
没有准确的定位，不知救援人
员是否能找到？那一刻，王某
甚至想好了遗言。天无绝人之
路。不知过了多久，一束微弱
的灯光照亮他身边的黑暗，远
处还传来惊喜的声音：“找到
了！”

王某瞬间振作精神，拼命
呼喊。很快，消防队员找到他，
为他绑上安全绳索，从山下慢
慢往上攀爬。到达路面的一
刻，他感觉自己终于“活”了过
来。

随即，他被救护车紧急送
往医院，经检查发现软组织挫
伤、轻微脑震荡、手肘静脉断裂
……虽然弄得一身是伤，价值
近百万元的奔驰车也基本报
废，但好在保住了性命。

记者了解到，这是此路段
首次出现车辆坠落悬崖事故，
幸运的是驾驶人当时系上了安
全带，又有两棵大树“挡驾”，这
才避免了悲剧发生。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
员，夜间山路行车视线不佳，请
务必打开远光灯并谨慎慢行，
请勿超速行驶或飙车。

车坠悬崖！幸好卡在两树之间
余姚交警星夜救援，司机死里逃生

消防员将司机王某救上地面。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