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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上屡现“扔”老婆事件
起因多是夫妻俩为琐事争吵 交警：行为危险，涉嫌违法

丈夫驾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因为
琐事，他与副驾驶座上的妻子争吵起
来，吵架过程中，丈夫错过了下高速的
出口，丈夫一怒之下，竟将妻子扔在高
速公路桥上。10 月 29 日，上述一幕发
生在沪渝高速上。
记者从湖北高速交警总队了解，每
年湖北高速上，总会发生三五起类似事
件，起因均是夫妻俩为琐事争吵，一方
赌气下车，另一方扬长而去，其中，被
“扔”下的几乎都是妻子。
交警提醒，此行为极为危险并涉嫌
违法，车主可面临罚款 200 元、6 分的处
罚，行人也可予以罚款。

“他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情
绪都有些激动，原本要下匝道，因为顾
着吵架，就开过了，他越发生气！”
汤女士的丈夫将车开到沪渝高速
鄂东长江大桥的下桥匝道时，烦躁地对
妻子说：
“你下去、你下去！”汤女士也很
生气，拉开车门就下车，准备回身拿手
机时，丈夫关上车门踩油门离去。汤女
士跟在后面喊了两声：
“手机、手机！”而
车已经开走了。
汤女士当时穿着一条露膝盖的破
洞牛仔裤，上身也只有一件单薄的外
套，既没有钱也没有手机，加上夜晚降
温，桥面上狂风大作，汤女士冻得瑟瑟
发抖，她先向往来的车辆招手求助，但
夫妻争吵妻子被赶下车
没人停车，她又朝着桥下的人群喊话求
助，希望有人帮她报警。
10 月 29 日晚，被丈夫赶下车的是
当时，桥下的人听不见汤女士在喊
黄石大冶人汤女士。当时，她和丈夫一
什么，
只看见有个女的抓着桥栏杆，情
起开车从武汉回大冶，两人都是做母婴
绪激动地挥手，
还以为是想不开要跳
产品生意的，一路上为做生意的策略两
桥，
当即报了警。湖北省高警黄石大队
人争执起来，汤女士回忆当时的情形，

民警赶到现场时，汤女士连呼：
“还是人
民警察好！”
当民警让汤女士联系丈夫时，汤女
士怎么也不肯：
“他把我丢在高速上，还
不给我手机，就是不想我找人求助，我
才不求他呢！”汤女士等到朋友赶来接
她时，已经快凌晨了。

高速路下人危险还违法
不仅在湖北，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
上每年都会发生多起因为夫妻吵架，妻
子被“遗弃”在高速公路上的事件。仅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新闻报道的“被丢
在高速公路上的妻子”就超过 5 起，为
什么每次被“扔”在高速上的都是妻子
呢？
一名处理过类似事件的高速交警
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在高速上开车
的几乎都是丈夫，方向盘掌握在丈夫手
上，因此吵架时，或被老公“扔”下、或赌
气下车离开的几乎都是妻子。

分析此类事件发生原因，交警说，
发生这样的事情多半是在节假日前后，
比如过年和长假，高速公路上车流量
大、发生拥堵时，这样的情况发生几率
更大，因为堵车原本就让人心情不好，
容易为了琐事发生口角，导致情绪爆
发。
湖北高速交警表示，不管是有意还
是无意，夫妻将其中一方“遗弃”在高速
公路上，这都是违法的。高速公路为全
封闭快速通道，严禁行人随意行走、车
辆在无紧急情况下停车上下人。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在高速路上违停下
人面临罚款 200 元、6 分的处罚，行人也
面临 5 元以上 50 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由于高速路全封闭、车速快，
一旦出现行人在路边行走或从中间隔
离带穿出，几乎没有司机能安全刹停
车，还容易引发追尾事故。一旦发生交
通事故，行人所受的伤害也往往是最严
重的一方。
记者魏娜

还建小区交房后却未通天然气
巡查组督导整改为业主解难
武汉晚报讯（通讯员陈强胜 记者
小 区 1400 多 户 业 主 于 近 日 用 上 了 天
刘海锋）
“天然气通了，我们居民心里的
然气。
气也顺了。”11 月 3 日，东湖高新区豹
在今年 8 月份的市区领导大接访
澥还建小区业主韩先生笑眯眯地说。 中，市基层作风巡查十三组了解到：除
韩先生所在的豹澥还建社区 C8 小区
了豹澥还建社区 C8 小区，豹澥街道辖
于 今 年 1 月 交 付 使 用 ，却 没 有 通 天 然
区内万年台小区、三眼桥小区也存在
气，小区业主对此意见较大。通过市 “人搬进了新房，但天然气未通”的情
巡 查 组 的 督 导 ，相 关 部 门 的 努 力 ，C8
况。

9 月上旬，巡查组到相关小区现场
查看，详细了解了天然气未能开通的具
体原因。原来，豹澥还建社区 C8 小区
的天然气管网达不到法规规定的安
全距离，需要迁移不符合要求的路灯
杆线。另外，万年台小区、三眼桥小区
因与其他管线设施安全间距不足、占
压等问题，导致主体工程未通过竣工验

收。

此后，巡查组召集建设单位和行业
管理部门开会，研究加快整改工程进度
的办法，对涉及的报批、费用、施工等流
程进行督导。目前，C8 小区经过整改，
验收合格率先通气，其他小区整改工作
进展顺利，一部分居民已经用上了天然
气，剩下两个小区也通气在望。

紧急通知！名额告急！今天！5000元援助金 发放即将截止！

仅今天！征集 40-88岁缺牙市民
最后招募 1天！中国德国专家团联合会诊、亲自帮您种牙，
还有机会送德国电动牙刷、高端电饭煲！
今天！明天！后天！
多重厚礼邀您来！
德国进口电动牙刷

特邀中、德专家团
一对一免费亲诊
援助疑难缺牙者

品牌电饭煲
砸金蛋
好礼多多

“种牙能刷医保卡吗？”
社会现象：
种植牙并未纳入国家医保范围！
“种牙可以刷医保卡吗？”据了解，
目前种植牙并未
纳入医保范围，
虽然种植牙已经逐渐普及，
但还有不少缺
牙患者因费用问题而“望而却步”。
为让每一位老百姓都种得起牙！种得起进口的
牙！德亚口腔双 11到来之际，
“2018缺牙援助温暖
行”大型活动，携手知名媒体、国际种植体厂商、国际

专家团联合援助。
请有需求 的 市 民 抓 紧 时 间 报 名 ，全 口、半 口 缺
牙市民优先，凭医保卡、退休证、身份证任何一项均
可领种植牙补贴。

援助热线：027-87009999

全口缺牙，种好也能啃苹果！德亚口腔，德国专家团为您种牙
种颗牙 5分钟！火爆湖北！
全口缺牙？年龄 80？
德国 3D种植技术 德国专家
一位 80岁的爹爹缺牙近 20颗，
“ 我这口牙，去其
他医院看过了，起码要花 30万，我的天啊，我可怎么
办？”
如今德亚口腔种植技术再度创新升级，引入德国
“3D数字化导航微创种植技术”，不仅仅具备“5分钟
种 1颗牙”的速度，而且能攻克牙槽骨严重萎缩、全口
无牙颌种植等高难种植案例。
只需 4-8颗就能种植全口牙，德国专家亲自种
植，费用、舒适度，传统种植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

只征集：高难度种植
费用低了，种植效果能不能保证？
德亚口腔 每 1颗牙都享受质保
据悉，
“2018缺牙援助温暖行”活动现场热力爆
棚，德亚口腔汉口院、中南院、东亭院，30多个口腔诊
室挤满前来预约种牙的市民！
现场有不少市民问，
“费用低了，质量能不能保证
呢？”据德国专家介绍，德亚口腔与国际品牌供应商达
成协议，简化中间环节，避免中间差价，将这些节省的
费用都回馈于民，请市民放心！
而且德国种植牙、进口种植牙都有进口编号，质
保维护，让市民种放心牙！

援助项目
√3D口腔扫描
√CT拍片免费
√3000元数字化种植导板免费 （种德国牙）
√5000元德国专家手术费免费（种德国牙）
√进口种植牙补贴 5000元（免费质保）
√德国种植牙减免 50%（终身免费质保）
√种植牙冠免费
√基台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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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院长
○德国人类医学和国家医学双料博士
○德国牙科技术协会（VUZ）会员
○擅长项目：全半口、疑难种植

德亚口腔
种颗牙 整个德国专家团
报名热线：

027-870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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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教授
○DGI德国种植协会认证讲师
○德国汉堡大学附属医院高级顾问
○德国汉堡大学双料博士

汉口院：青年路万景国际（地铁 2/
3号线范湖站 C出口前） 中南院：武珞路中南国际城 A座 2楼（傅家坡汽车站旁） 东亭院：中北路彩城大厦（地铁 4号线东亭 C出口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