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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行驶中，一乘客持安全锤猛击驾驶员头部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大巴车司机，回忆惊魂一幕
目前，司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伤情稳定；行凶男子已被警方刑拘

★核心提示
1 月 9 日， 一辆客运大巴
行驶在高速公路的途中， 一名
乘客突然手持安全锤， 连续击
打司机头部。 司机血流满面，忍
住剧痛将车停稳， 确保一车人
安全后，与其他乘客一起，将行
凶男子控制住并报警。 目前，凶
手已被刑拘， 行凶原因仍在调
查中。
这段视频在各大短视频
平台播出后， 引发广泛关注，
大家都为司机的沉着冷静点
赞，也对凶手的恶劣手段表达
了愤怒。
1 月 13 日， 记者在贵州中
医药大学二附院找到了受伤的
司机李财，回忆起事发的一幕，
李师傅依旧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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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被袭后血流满面驾车（监控视频截图）

第一锤：以为是重物掉落在头顶
据李财师傅回忆，当天，他
驾驶一辆客运大巴， 由福建福
州开往贵州六盘水， 当时车上
有 39 人，其中 2 名是驾驶员，另
有 37 名乘客。 1 月 9 日上午 8
点左右， 客运大巴来到贵州省
麻江县境内的高速公路上。
“
当时是早上，车内开着空

调，很暖和，包括副驾驶员在内
的所有乘客都睡着了， 根本没
想到会有人袭击我， 当时第一
锤打在我头上的时候， 还以为
是车上的重物掉下来落在头顶
上了，虽然很痛，但为了乘客的
安全，都没回头看。 ” 李财说，
“
哪晓得又来第二锤，就把我头

★相关阅读
打出血了。 ”
记者问李财师傅， 是否认
识袭击他的人？
李财说， 作为长途客运司
机，按照公司规定，除了回答一
些乘客主动提的乘车问题，绝
不会跟乘客过多交流。 “我不
认识袭击我的人， 话都没说过

一句。 他是从福州坐车到贵阳
的， 在上车时并没有发现该乘
客有任何异样， 也没有喝醉酒
的情况。 在行驶途中，双方也没
有产生过任何冲突和争吵。 现
在我也不清楚他为什么无缘无
故袭击我， 要等公安局那边调
查后才知道。 ”

有意识， 晃眼能看到车速是 80
公里每小时，当时心里只想赶紧
停车。 我用左手去拉手刹，发现
身体根本不听使唤，拉了几次都
没成功， 只能用右脚死命踩刹

车。 虽然意识不清，但是我知道，
要想保住这车人，必须赶紧把车
安全停下来。 高速路右侧就是五
六十米深的山沟，如果整辆车翻
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

时，他的喊声惊醒了坐在副驾驶
位置上的同事孙志恒和车里的
其他乘客，大家一起出手，将施
暴的乘客制服。 随后，孙志恒驾
驶车辆从最近的收费站驶出高
速，李财在麻江县人民医院进行
简单包扎后，被送到贵州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记者在贵州中医药大学二

附院见到李财时，他正输着液，
脑部包扎着白色纱布，他说住院
观察快两天了，现在头还是会一
阵阵的晕眩，每天换药时伤口还
很疼。 他说：“谁也不知道会遇
到这种事，但是用缝 13 针换 39
条人命，很值得！ ”
李梦秋 潘欢欢 张成平 贵
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第二锤：想拉手刹身体不听使唤
记者在监控画面中看到，
司机李财被男子暴击第二锤
时， 鲜血飞溅到前挡风玻璃
和方向盘上， 他右手下意识
摸了一下头部， 随即收回扶

稳方向盘。 窗外飞速倒退的
路景昭示着大巴车正处于高
速行驶状态。
李财告诉记者：“遭第二锤
击打时， 我可能有 10 多秒钟没

第三锤：用尽力气踩刹车将车停好
还没来得及反应，第三锤击
打就重重落在了司机李财的头
顶，此时李财已接近昏迷状态，
但紧握方向盘的手和用力踩刹
车的脚都未放松。 李财说：“事
发后我的同事说我忍耐力强，其
实当时差点痛晕过去，只是强撑
而已。 ”
千钧一发之际， 满载 39 人

的客运大巴车终于在减速滑行
300 米左右之后靠左车道稳稳
停下。 李财告诉记者：“当时高
速路是双车道，我正行驶在右车
道，但右车道旁边是山沟，也顾
不了左边车道会不会有车，只想
着至少那边不会有侧翻到山下
的危险。 ”
在李财忍痛控制车辆的同

★最新进展

行凶男子已被刑事拘留

行凶男子被拘

据麻江县公安局通报称，1
月 9 日 8 点 10 分左右， 麻江县
杏山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指令
称：高速公路上客车驾驶员在行
车过程中被打伤，请出警处置。
接到指令后，杏山派出所值
班民警李光平、辅警杨飞迅速赶
往凯麻高速收费站， 一辆贵
B47787 长途客车已经出站在收
费站外停车，民警在客车上将涉
嫌伤害驾驶员的犯罪嫌疑人蔡
某某抓获。
据调查了解， 这辆贵
B47787 长途客车是六盘水至福

州的省际长途客车，核载 39 人，
实载 39 人。 乘客反映，在事发之
前车上并未发生任何矛盾，事发
之后，驾驶员临危不惧，妥善安
全将车停放于安全区域，保障了
车上 39 人的生命安全。
经公安机关审理查明案情
之后，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将
犯罪嫌疑人蔡某某执行刑事拘
留，目前案件还在办理当中。
据介绍， 犯罪嫌疑人蔡某
某，男，1991 年 12 月 30 日出
生，黔西县人。
据微信公众号“
黔东南公安”

融媒体传播单日破亿人次
网友为司机行为点赞
贵阳日报融媒体在获悉客车司机李财的英勇事
迹后， 通过多平台渠道和图文及音视频等全媒体形
式进行立体传播。
贵阳晚报最黔
截至 1 月 13 日 21 时，该事件仅“
沿” 的抖音号播放量就超过 1 亿人次，点赞数 150 万
人次，一度登上抖音热榜第一位。在 ZAKER 新闻、快
手号、 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产生的阅读数和播放量也
超过 300 万人次。 在数千条留言评论中，网友在谴责
犯罪嫌疑人的恶劣行为的同时， 更多是称赞司机李
财临危不惧，救下了一车人的性命。
@ 随缘：一个有责任心的司机。 哪怕是自己再
头痛，还是把车子安全停下来。 一车的人生死全靠他
这一瞬间做的动作。
@ 云层：司机必须重奖，凶手必须重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