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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许! 那名女环卫工
折回来了!她要将扫过的地方重新检查一
遍!看有没有遗漏的垃圾"这时!她听见轰
隆的声音!看见一群人在扒倒塌的砖头"

倒塌点正在小王睡觉的地方"

墙倒砸到人的警情很快报到了郑州
市特巡警三大队值班室!二七巡逻民警赵
学涛#张辉迅速从附近赶到了现场!发现
墙倒塌了

"#

多米宽!砖块倒出去
$

米多远"

墙内停着一辆宇通大巴车!碎砖中则露出
了红色带花的被单"

$ 人还在里面呢% & 有人这么喊了一
句!围观者都行动起来!民警和医护人员
带头!众人将砖块扒开!露出了小王的头
部!上面满是鲜血"

医护人员当场对他进行了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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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过去了!医护人员站起来摇摇头!$ 已经
不行了" &

小王静静地躺在地上!身上用被单盖
着" 裸露的身体上满是灰尘"

杨师傅被这情景吓蒙了!他坐在警车
上!低着头一直不说话!直到车主赶来"

墙倒之前! 杨师傅在车站下完客之
后!将空车开到了这个停车场" 他将车停
好!就可以下班了" 当时!两边都停的有
车!中间有一个空位" 他开着车!倒车!轰
隆一声 !车右后部撞到了墙上 !墙倒了 "

直到有人喊砸住人了!他才$ 意识到下面
有人&"

这一刻!两个毫无关系的人命运都改
变了" 小王再也醒不过来!杨师傅也面临
着处罚"

他是厨师!喜欢与女网友聊天到深夜'他是司机!拉一车乘客从烟台到郑州

他摊开席墙根下睡了
他倒车时把墙撞倒了
%&岁的他再也没醒来!而他将为此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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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门店要转型!谁能帮忙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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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创建部门提供的信息显示! 截至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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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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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五
小&门店已达标

"!.00

家!部分未达标的小门店可能无法整改合格!将面
临转型" $保守估计可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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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一位知情者透露" 谁能帮他们找找
项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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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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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兑水造出假酒( 错了!是假刹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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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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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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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四 统筹 曹帆
2

责编 李飞
3

责任美编 陈晓月
4

校对 茹廓

一个司机!一个厨师"

/

个小时前!司机和车还
在山东! 厨师还在网吧和女网友聊天'

/

个小时后!

司机停车将围墙撞倒!而厨师正睡在墙下" 墙倒的
那一瞬间!两个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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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姓杨!是一个大巴车司机!跑
郑州至烟台这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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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前!也
就是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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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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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 他车上坐满
了乘客!车在高速路上行驶!往郑州
方向"乘客有的睡了!有的在看车载
电视!而他却一点也不能分神"平安
地把这趟车开到郑州! 他就可以下
班回家了"

他姓王!是一个饭店的厨师!就
在郑州市铭功路与二道街路口的一
个临时停车场内上班" 停车场门口
的小饭店上班!他是那里的厨师"别
看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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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但会做一手好菜!最
拿手的就是刀削面" 很多夜班长途
车司机到站后! 都会到小店吃一碗
刀削面"

认识王的人都说他人很实在!

也没什么其他爱好 ! 就是喜欢上
网" 至今还单身的他!说是在网上
认识了一个女网友"每晚

"#

时下班
后 !他都要到附近的网吧 !和女网
友聊天"

一个司机!一个厨师!他俩互不
相识!但可能见过面"因为杨师傅的
车就停在那个临时停车场" 如果去
掉厨师与顾客这层关系! 他俩真的
是没有什么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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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
"

时许! 小王从网吧出
来! 他没有回在西彩小区租住的房
子" 他的老板张女士说!小王经常不
回去住!说屋内没外面凉快"

在铭功路东边的围墙根! 铺了
张席子! 小王穿着大裤衩! 光着膀
子!裹着被单就睡了" 这时!在停车
场看门的王英从旁边路过! 她说自
己饿了!准备去买点吃的"

王英到他旁边! 踢了他一下 !

$ 你咋在这睡( &小王抬抬头!笑着
说)$ 这里凉快!没蚊子" &说完又倒
下了"$ 他经常在路边睡觉!一般都
在那* 路口东南角+睡!好像是第一
次睡这" 我和他非亲非故的!也没法
管他" &王英也没再理他!就做自己
的事了"

在小王睡觉的同时! 杨师傅还
在开着这趟回家的车" 两者相同的
情形可能就是身边疾驰的汽车!不
同的是小王在睡觉!杨师傅在开车"

在事故现场!交警队的民警正在
勘察现场" 一名民警说!这种情况是
交通意外事故!需要和派出所共同处
理" 同时!民警表示司机杨师傅的驾
驶证#行车证都有"

一名老民警表示! 在此事故中!

司机负有责任!因为, 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司机在倒车时!应当查明车
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车" 虽然司机
无法查明墙外有人!但应该确保不会
撞到墙上" 在此事故中!司机存在过
错!可以追究其相关刑事责任"

该民警同时表示!没有法律规定墙
外不能睡人!所以死者是没有责任的"

同时!记者也询问了停车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一个临时停
车场!如果工地开工!随时都会撤掉"

在事故现场! 除了交管部门!很
多人并不关心责任划分!而是在叹息
生命的消逝" 但不管责任如何划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存在的) 小王死
了!杨师傅面临处罚" 两个原本毫无
关系的人! 都因此给家庭带来了痛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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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墙倒塌前一刻!老板张女士还
准备去小王住的地方找他!因为上班
时间到了" 就在她准备动身时!听到
了墙砸到人的消息"

$ 扒出来一看就是他 ! 太可怜
了" &说到此!张女士眼泪都下来了"

她说!小王是平顶山叶县人!很会做
菜!以前在其他地方干!刚到这一个
多月"$ 人很老实!干活也挺实在的!

大家都对他不错" &

由于小王表现不错!店主很看重
他!除了给他高工资外!还在西彩小
区给他租了房子!但小王经常不回去
住"

$ 他年纪不小了!也没对象!一没
事就去上网!还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
孩" 每天夜里下班后!就去附近网吧!

一聊就是很晚!有时懒得回去就在路
边铺张席子睡觉" &张女士说!小王虽
然爱上网!但从未因此耽误工作" 所
以!张女士也不好说什么"

$ 太可怜了! 一个好好的人就这
么没了" &这是围观市民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 有司机还说!以后再也吃不
到他做的刀削面了"

'*+#

/OPQRSTU

昨日凌晨
$

时许!天已经放亮!环卫工
开始打扫郑州的街道" 早晨的气温很低!

躺在地上的小王用单子将自己紧紧地裹
着"

一个女环卫工扫地扫到他身边!扫地
声也没把他吵醒! 小王只是侧了侧身子"

$ 以前也有人在这睡! 我们一扫地让他们
挪挪他们就起来走了" &女环卫工说!$ 这

次看他身旁也不脏!想着一会儿折回来再
扫就没叫他" &

女环卫工继续往北扫!她准备扫到铭
功路与太康路路口再折回来"

与此同时!杨师傅开的车也进入了郑
州地界"

但是!对于车上的乘客来说!目的地
到了!是一件很让人兴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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