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12 日， 绥阳县境

内的机场快速路突发塌方，倾泻而

下的泥石瞬间将公路阻断。 现场监

控显示， 当时正好有一辆摩托车，

刚好驶过塌方路段。

当天上午 11 时左右， 由绥阳

县至遵义新舟机场的机场快速路

绥阳至郑场镇路段，一辆摩托车刚

驶过， 公路右侧的堡坎突发塌方，

仅仅 6 秒钟的时间，倾泻而下的泥

石，就将公路阻断。

监控显示，这名摩托车司机显

然被吓坏了，歪歪扭扭行驶了数米

后，司机停下车，惊魂未定地回头，

看着那一大片滑落下来的泥石。

据绥阳县交警部门介绍，。 经

过 3 个多小时的努力，相关方面已

抢修出通道，交通陆续恢复正常。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她是一名尿毒症患

者。 因为受益他人捐出的肾脏，她

逐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怀着这

份感恩之心，她到当地红十字会登

记：今后愿意捐出自己的器官。6月

12日，在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举

行的中国器官捐献日主题宣传活

动上，29岁的女孩钟义杉， 讲述了

自己的不幸与幸运。

2016 年 3 月， 钟义杉身体不

适，到医院检查发现，自己竟然得

了尿毒症。

“感觉命运和我开的这个玩笑太

荒唐，连死的心都有了，让我痛苦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她说，后来在

家人的鼓励下， 自己才逐渐走出疾

病的阴影，配合治疗，等待移植。

2016 年 11 月， 幸运降临到钟

义杉头上：有爱心人士捐出自己的

肾脏。 在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

生的手术下，钟义杉成功完成了移

植手术。 渐渐地，她的生活恢复了

正常。

钟义杉说，她非常感谢那位捐出

自己肾脏的人，“虽然素不相识，但是

这位爱心人士，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也要捐献器官，感恩社会。”钟义杉

不禁热泪盈眶。

在这种精神鼓励下，钟义杉也

向当地红十字会登记， 愿意在自己

离世后捐出器官，“我的妈妈，还有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作了登记。 ”

在当天的宣传活动上，遵义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余昌胤接受采

访时说，多年来，该院一大批医护人

员，致力于宣传、倡导、践行器官捐

献工作， 至今该院已完成器官捐献

110例，捐献大器官 331 枚，器官捐

献数量、利用率稳居全省前列。

遵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杨怡介绍，遵义市的人体器官捐献

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前列，从 2014

年至 2019 年，全市已有 1000 余名

志愿者作了器官捐献登记。 红十字

会还见证了 100 余例器官捐献，挽

救他人生命 323 人， 另有 32 人捐

献了眼角膜，帮助他人重见光明。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6 月 12 日， 遵义市珠

海路一名交警正在值勤时，一名电

动车司机当街向他“送东西” 。 拉

近监控显示， 交警几番推脱不成，

收下了这份“礼物”———雨伞。 据

了解，当天该司机一路向沿途 4 名

冒雨执勤的交警送上雨伞。

6月 11 日夜至 12 日晨， 遵义

持续降雨，城区多处交通缓行。 上

午 8 时 50 分， 遵义市城市交警二

大队民警邹易星，正在汇川区珠海

路国贸路段疏导交通。

现场监控显示，此时，一名骑

着白色电动车的年轻男子，停在中

央双黄线处民警面前， 将一把雨

伞，递给在雨中值勤的邹易星，“当

时我就婉拒了他的好意。 ” 邹易星

说， 他一边往前走， 一边挥手谢

绝。

见“硬送” 不成，这名小伙并

未罢休，骑着电动车一路“追击” ，

在追了 10 多米后， 他将雨伞塞给

民警，然后离开。

事后，民警打听获知，该小伙

当天一共准备了 4 把新雨伞，从珠

海路宁波路口开始，将这 4 把雨伞

全部送给了沿线执勤的交警。 “热

心市民的暖心之举，让我们感动。”

民警说。

（本报记者 黄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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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街头，昨现感人一幕———

司机冒雨骑车 向沿途交警送伞

器官捐献受益者讲述自己的幸运：是爱心人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也要捐献器官，感恩社会”

摩托车刚驶过 后方堡坎塌了

事发绥阳县境内的机场快速路，司机幸运逃过一劫

本报讯 6 月 12 日，遵义兰海高

速公路乌江段， 一块 5 吨左右的巨

石， 突然滚脱到高速公路应急车道

上。 幸运的是， 事发时没有车辆经

过，未造成损失。

当天上午 10 时左右，遵义兰海

高速交警三中队民警巡逻发现，播

州区三合段贵阳往重庆方向 1256KM

的应急车道内，突然多了一个“庞然

大物” 。

“这是一块从上方滚落下来的巨

石，有 2米来长，高 1米左右。 ”三中

队民警说，经查看，石头应系从边坡

滚落，上方数米处还有松动的泥土，

在往下掉。

经估算，这块巨石重量在 5吨左

右， 或为连续强降雨导致泥土所致。

幸运的是，事发时该路段没有车辆经

过，这才没有造成其他损失。

在现场， 交警部门立即设置了

警戒， 并会同一路三方调派碎石工

具，将石块破碎后清理。

据介绍，6 月 8 日， 该路段曾发

生边坡塌方现象， 大量泥石掉落至

高速公路内， 造成了该处行车道和

应急车道封闭， 目前旧的险情还在

处理中，该路段再增新险情。

至下午 16 时，各方已将巨石破

碎清理完毕，交通恢复正常。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6 月 12 日凌晨 1 时，以

那应急队员与交警、 路政等队友终

于松了一口气：总重达 44.8 吨的危

险化学品运输货车成功转运， 高速

公路上的“炸弹”被“拆除” 。

6 月 11 日晚上 22：40 许， 毕节

营运管理中心以那应急中队接到报

警： 厦蓉高速快到纳雍老凹坝收费

处有一辆罐车发生故障。

当队员们赶到时，一辆液化气罐

车正停在行车道上。 此刻，天空下着

倾盆大雨，漆黑的夜色令行车视线极

差。 为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应急队

员立即分工协作， 一人在来车后方

500 米处用指挥棒示意前方危险，过

往车辆减速慢行，一人用安全锥筒及

前方故障等安全标识对故障现场进

行围蔽，并实时进行安全维护。

据了解， 该车由贵阳拖运液化

气前往纳雍县， 当行至 G76 厦蓉高

速 K1573+500 上行时， 发动机突发

抱死故障，动弹不得，数十吨液化气

只得雨夜停在高速公路上。 23时 30

分，高速交警、路政、消防队等单位

人员陆续到达现场， 经消防人员检

查确认无泄漏后， 灌车司机立即联

系另调车头将可拆式罐体运走。

6 月 12 日 00 时 50 分，“炸弹”

拆除完成，交通恢复正常。 纳雍液化

气公司工作人员和司机感动地连声

致谢。 （黄进华 本报记者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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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 40 余吨液化气罐车

在运输途中抛锚

交警路政携手

高速路上“拆弹”

连续多日降雨

路边滚下巨石

事发兰海高速乌江段，目前

险情已排除，无人员伤亡

司机向交警送雨伞

摩托经过瞬间边坡完好

6秒钟后，塌方阻断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