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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场
本报讯 实习生 李阳培 记者 卢燕

年仅18岁的大二学生毛某，3个月前无论
如何也不会相信驾照刚入手的他，将会在
看守所里度过蛇年春节。谈到去年10月15
日发生在崇启大桥上海段的这起特大交
通事故，肇事司机毛某忍不住要“ 以身说
法”：“ 提醒那些和我一样刚拿到驾照的
同龄人，驾校里面学车和真正上高速，感
觉差太多。”日前，崇明检察院对这起交
通肇事案依法提审，记者在看守所里旁听
了毛某交待案情的整个过程。

18岁的毛某是江苏启东人。自初中毕
业后就随父母居住在上海。事发前，他在
某职业学校读大二。

2012年10月15日上午9点多，天气晴
朗。拿到驾照不足三个月的毛某，驾车与
父亲从启东前往位于上海的住处。在沪陕
高速G40崇启大桥江苏至上海方向54.4公
里处，轿车失控撞上中间隔离带，撞倒8名
正在该路段工作的道路养护工人。最终造
成5人死亡，3人受伤。

据毛某自己供述，事发时他正行驶在
最左侧的超车道上。由于他当时所佩戴的
太阳眼镜意外滑落，同时当时也感觉到

“ 眼睛有点不舒服”，就在他一只手揉眼
睛的过程中，车子撞上了绿化隔离带的护
栏，由于事发突然，毛某又刹车不及，车子
继续向前行驶并撞倒了锥形桶和8名正在
作业的养护工人。

虽然坐在副驾驶座的毛某父亲两次
提醒他刹车，但是毛某第一次并没有把刹
车踩到底，直到他父亲第二次提醒他，他
才将刹车踩住。

事发后他即与父亲下车查看，并报
警。事后，据警方勘查，现场并没有留下紧
急制动痕迹。而毛某驾驶的车辆在撞人
后，继续向前滑行了96米后才停下。据推
算，当时肇事车辆的车速在97-104km/h
之间。

虽然毛某辩称是因为施工方没有按
规定设置警示标志而导致事故发生。但据
肇事车辆后车车主描述，他在很远的地方
就明显地看到前方有养护工。由于事发后
他与父亲立即下车查看，并先后四次拨打
110及120。可以认定有自首情节。

高速撞死5环卫工人案肇事司机被提审
犯罪嫌疑人提醒新手：“ 驾校学车和上高速差太多”

马鲛鱼20分钟卖空
有人认为这仅是噱头

昨天上午9点20分，记者在迎春食品大
联展专售“ 钓鱼岛海鱼”的摊位前看到，展
柜对外开放的三面已被购买者围得水泄
不通，有的顾客甚至是成箱购买，两条重达
几十斤的红鲠鱼也被他们拖回了家。

摆在摊位上的一百多斤马鲛鱼，在短
短20分钟内被抢购一空；六位工作人员忙
着分拣鱼、称鱼分量、收钱，几乎没停过；
而由于该处的顾客过多，展会的执勤人员
也一直在周边巡逻维持秩序。

上午10点多钟，随着300斤青跕鱼被
售完，前来购买海鲜的市民更是加紧挑选
案板上的鱼品，展台一度因人群拥挤产生
明显晃动。为安全起见，展会主办方不得
不又运来器材，加固展柜摊位。

家住闵行区的杨女士买到了昨天出
售的最后三条青跕鱼。就在商贩宣告青跕
鱼售罄消息的同时，她在装满碎冰的泡沫
箱中“ 抢救”出了三条被埋在箱底未被其
他人注意的鱼。为了购买这些来自钓鱼岛
的鱼，她上午9点钟就赶到了光大会展中
心，并如愿买到了“ 便宜、新鲜、卖相好”
的深海鱼。

购买了马面鱼和青跕鱼的市民黄先
生则是冲着钓鱼岛的名头而来，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他表示：“ 只要是钓鱼岛的鱼我
都要。” 还有一对母女以摊位宣传海报

“ 钓鱼岛的鱼登陆上海”为背景，拍照留
作纪念。

“‘ 钓鱼岛深海鱼’，几个字，赚足了
噱头。” 与市民的非凡反响不同，“ 老上
海”朱先生路过摊位时，并不认同钓鱼岛
的鱼有如此大的魅力。“ 钓鱼岛原本是东
海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东海鱼。好的东
海鱼都很新鲜，没什么特别的，也没必要
往热点话题上靠。”

据悉，昨天一天，该摊位售出钓鱼岛
深海鱼共2100斤。来自象山石浦水产中心
的渔商杜老板告示记者，那两条红鲠鱼本
来是拿来展示的，因为都重达几十斤，所
以售价分别高达530元和360元。他没想到
的是，“ 上海市民特别热情，全买走了。”

五星级酒店订鱼300斤
顾客抱怨品种太少

“ 鲜是鲜，就是品种太少了。”昨天上

午11点钟左右，除马面鱼外的其他品种全
部售罄，令不少未买到期待鱼品的市民遗
憾不已。

据杜先生介绍，昨天该摊位带来了马
面鱼、马鲛鱼、红衫鱼、青砧鱼、红鲠鱼5种
鱼品，约8000多斤，其中红衫鱼、马鲛鱼和
红鲠鱼售价15元/斤，青跕鱼5元/斤，马面
鱼25元/斤。为满足顾客需求，他们将持续
从象山运来鲜鱼，但由于钓鱼岛水域相对
遥远，渔船返期不定，具体供应数量和品
种可能还有变化。预计明后天有新的鱼品
到运补货。

不光市民对登陆上海的钓鱼岛深海
鱼感兴趣，外地酒店也抛来了“ 橄榄枝”。
记者了解到，昨天中午，广东省清远市某
高星级酒店向该摊位主打来了购货需求
电话，要求订购300斤钓鱼岛深海鱼入粤，
同样表示“ 什么品种不管，只要是钓鱼岛
的鱼即可”，运费由他们出。

展会主办方表示，此次是首次尝试将
钓鱼岛的深海鱼运到上海来卖，鉴于这些
深海鱼如此受欢迎，今后可能会与象山石
浦港的渔民长期合作。

捕捞尚未致海上摩擦
海监渔政护航很放心

本批海鱼捕捞自距象山石浦港约9个
小时船舶单程的海域，距钓鱼岛约50至80
海里。渔船在这一片海域由海监部门保护
进行正常作业。

据主办方工作人员徐先生介绍，最近
渔民们在渔业部门的鼓励下更加频繁地
进出钓鱼岛海域捕鱼。在2012年东海“ 开
渔节”之后，象山的2000艘捕鱼船中就有
一部分在渔政船艇的护航下前往钓鱼岛
捕鱼。

目前钓鱼岛形势较为紧张，但中国渔
船并没有进入日本限制海域进行捕捞，未
与日本渔船或巡逻船发生摩擦。而在几年
前，中日渔船也是各自进行捕捞工作，互
不干涉。

在展台销售海鱼的象山渔商杜老板
虽然没有去钓鱼岛海域进行过捕捞，但他
曾开船去那里钓过鱼。据他称，象山石浦
港渔民出海捕鱼的海域，最近距离钓鱼岛
仅37海里。虽然外人仍然担心渔民到钓鱼
岛附近海域捕鱼的安全性，但他们表示，
有海监渔政护航，渔民出海捕鱼还是蛮放
心的。

浙槽罐船撞伤
外滩黄浦江堤

本报讯 记者 梁峰 瞿艳花 昨天清
晨5时许，一艘400吨级空载槽罐船行驶至
黄浦江外滩段时，因操作不当碰擦中山东
一路段黄浦江江堤，致防汛墙墙体部分、
景观灯饰及线路损坏。市水务局表示，被
撞防汛墙暂无影响，受损防汛墙将在10天
内恢复。

昨天凌晨5时15分，上海海上搜救中
心接“ 110”报，空载的“ 浙桐乡槽00283”
轮（ 长45米、413总吨）在黄浦江出口航行
至外滩附近水域时，因驾驶员操作不当，
碰撞外滩防汛墙，造成防汛墙上装饰板和
灯电线损坏。

接报后董家渡海事处立即派海巡
1073轮到现场处置。随后该船已被拖轮拖
至码头。据现场勘查，船舶驾驶室左侧变
形，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油污泄漏。

昨天下午，市水务局回应称，被撞击
的外滩防汛墙位于中山东一路南京东路，
受损面积1.5米! 1.5米，地面高程在5.0米
以上。

记者昨天赶赴事发现场，受损的江堤
就位于中山东一路、南京东路陈毅广场附
近，自观景平台凸出，为弧形的阳台状。肇
事槽罐船已在事发后被拖离现场，受损江
堤靠观光平台一侧被临时拉起了警示线，
禁止游客踏入。

记者从旁边侧身探头望去，受损的
江堤约一米多，弧形的外立面部分已经
发生了脱落。受损较为严重的为江堤下
方的景观灯饰，金属支架亦发生变形，
几根电缆线路则随意耷拉着。记者发
现，这段受损平台的下方临时靠一根金
属管支撑。

不过由于目前正值非汛期，潮位均在
4.55米警戒线之下，故对防汛安全暂无影
响。市防汛部门在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
勘察，并召集建设、设计等单位进行综合
分析、评估，受损防汛墙将在10天内完全
修复。

上海海事局提醒：时值“ 春运”期间，
希望船舶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身安全管
理，严格遵守黄浦江各项通航规定，营造
安全稳定的水上秩序。

小区地下车库蓄水池
进水阀损坏淹16辆车

本报讯 记者 章涵意 昨天早上9点
多，沪太路555弄和泰花园地下车库的蓄
水池进水阀损坏，整个车库被淹，16辆车
在水中泡了一天，60户居民停水。

下午1点，在和泰花园内，约500平米
大的地下车库内积水仍有1米多深，防汛
工人正在排水作业。十多辆轿车已经在水
中浸泡了4个多小时。

车主告诉记者，在车库内停放的基本
都是“ 好车”，其中不乏宝马、奔驰之类比
较贵重的轿车。“ 这样在水里浸泡了这么
长时间，应该就都报废了吧。”车主们为
此心急如焚。眼看着自家的两辆好车“ 落
了汤”，一位车主忍不住抱怨道：“ 在事发
的第一时间完全没人通知我们，还都是我
们车主自己发现的。”

到下午5点，车库积水才基本排干。据
查，昨天早晨，车库内有一个20吨容量的
蓄水池进水控制阀忽然损坏，导致大量
水涌出。经确认，共有16辆车被淹，车库
上方整幢居民楼停水，60户居民生活受
到影响。

目前，事件具体原因正在调查，赔偿
事宜也在商讨中。

钓鱼岛深海鱼昨天入沪开卖
市民疯抢 一小时卖出上千斤

记者：你希望对这起事故中多个受害
者及他们的家属说点什么？

毛某：我也不是故意去撞的，有点对
不住他们。

记者：你以后还敢开车吗？
毛某：我以后也不敢了。
记者：你身边有同龄人开车吗？你想

对与你同龄的新手驾驶员说点什么？
毛某：我想告诉大家，在驾校里与在

外面是不一样的。开车一定要注意一些细
节。事发时，我因为用手揉眼睛，使得车子
撞到了栏杆上。也因为当时太紧张，刹车
没有踩死，从而导致了这起事故。外面的
道路上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在驾校里犯
了错改过来就行了，马路上就不一样了。
希望广大的新手司机开车要多注意细节，
要时刻注意前方的道路情况。

记者：你觉得陪驾有效吗？
毛某；还是有用的。
记者：可是你的父亲当时就在你身边。
毛某：他也提醒我了，可是当时太紧

张了。

钓鱼岛深海鱼
登陆上海，昨天第
一天开卖，面积仅
18 平 方 米 的 展 台
一小时就卖出上千
斤鱼。记者昨天从
光大会展中心迎春
食品大联展获悉，
许多市民都是冲着
深海鱼的卖相及钓
鱼岛的名号而来。
本报记者 罗丹妮

实习生 张涛

检察官认为，由于毛某多次错过刹车
机会，并且始终没有采取紧急制动才导致
了这起特大交通事故。“ 家庭培养一个大学
生也是很辛苦的，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也让
这个家庭很痛心。他本可以有光明的前途，
现在也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希望广
大的新手司机引以为鉴，小心驾驶。”

》检察官提醒

钓鱼岛的鱼成了明星产品，引起市民哄抢。 本报记者 杨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