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一地点、同一辆车、同一个警官……

时隔一年男子酒驾再次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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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岸区交巡警支队持续开展酒驾专
项整治行动，查处并曝光一批酒后驾车典型违
法案例，警示驾驶人自觉杜绝酒驾行为，安全
文明出行。

隔夜酒后醉驾
一不留神酿事故

9月8日上午9时许，在南岸区南山郡路
段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造成人伤、
车损超过10万元。交巡警到场处理时发现，
肇事驾驶人陈某系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据了解，陈某于9月7日晚上在南山泉山
村吃饭，喝了6瓶啤酒，随后走路回家睡觉。9
月8日早上8点，陈某起床驾车送孩子上学，然
后准备回家补瞌睡。当其驾车行驶到南山郡
路段时，发现前方有一辆打着双闪的故障车，
他不假思索地向左打方向，越黄实线借对向车
道超车，结果与对面来车迎头相撞，造成两车
严重受损，他和对方驾驶人均受伤，所幸伤情
并不重。交巡警接报警后到场时，发现陈某身
上和车内都有酒气，涉嫌酒驾。

目前，陈某的血检鉴定报告已出，他当时
的血液中酒精浓度为135.8mg/100ml。公安
机关对陈某危险驾驶的违法行为立案侦查，他
除了要自行承担事故全部损失，还要被吊销驾
驶证，接受相应的刑事处罚。

酒驾被查不悔改
二次酒驾后果很严重

9月2日晚上，西区大队在南湖路设卡检
查酒驾，查获了酒后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叶某。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叶某去年也因酒驾被处理
过，而更巧合的是，叶某驾驶的车辆、发生地点
和查处民警都完全一样。

当天21时许，民警在设卡检查时，发现一
名男子驾驶摩托车突然驶上人行道，遂上前盘

查。经呼气酒精测试仪检测，结果为32mg/
100ml，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查询发
现，该男子在去年8月10日晚上也是因酒驾在
该处被查，更巧合的是他两次都驾驶着同一辆
摩托车，查获他的都是刘警官。

2019年，叶某曾因酒驾被罚款1000元、
驾驶证扣12分并暂扣6个月，他却没从中吸取
教训，如今将面临1000至2000元的罚款、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的
处罚。

缓刑期间再次醉驾
后果很严重

近日，南坪大队在酒驾整治工作中查获一
起醉驾，让民警不解的是，这名驾驶人刚因醉
驾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期六个月执行，却不
知道珍惜机会，还一犯再犯。

8月27日23时30分许，南坪大队民警在
四公里立交设卡盘查时，发现一辆蓝色小型轿
车的驾驶人有酒驾嫌疑，民警现场对驾驶人进
行呼气酒精测试，测试值为128mg/100ml，涉
嫌醉酒驾驶，随即口头传唤至医院提取血样。

起初，面对民警的调查询问，男子一直沉默
不语，也不出示身份证件。在民警的法制教育
下，他终于开口了，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没得驾
照，才遭过的！”民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证号一
查，得知他姓张，驾驶证在今年6月因醉驾已吊
销，并被渝中区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6000元。然而，缓刑期还没过，张
某就再次以身试法。现在，张某除了被执行上
次的三个月拘役，他还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交巡警提醒：酒驾不仅是对自己和他人生
命财产安全的漠视，更是对法律的挑衅，请广大
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我市今天仍有小雨
明天最高温或重回30℃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昨日早晨，重庆中心城区阴雨绵绵。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雨势减弱，明天
雨停天渐晴，全市最高气温也将随着雨水
的撤离重返30℃。

据实况监测显示，15日重庆大部地
区出现阵雨，雨量普遍小雨到中雨，东南
部局地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昨
晨我市偏西偏南部分地区有雾，15时，重
庆大部地区仍在降雨，全市只有开州和万
州超过了25℃，其余大部都在20到24℃
之间，其中，城口、酉阳、秀山更是不到
20℃。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到夜间，
偏南地区小雨到中雨，东北部阴天，其余地
区小雨转阴天；中心城区小雨转阴天。明
日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到晴，局部早晨有
雾，中心城区多云，气温。

专家提醒，雨天气温变化大，睡前可
能闷热，但再晚点就变冷，如果照常吹着
空调、风扇入睡，有可能半夜冷醒。身体
免疫力差，就容易感冒。为预防此种情
况，无论是否下雨，都应在床上准备个毯
子或者薄棉被，以备不时之需。空调不要
整晚吹，风扇别对着一个部位吹，调成摇
头最好。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17日白天，东北部小雨转阴天，其余

地区小雨到中雨，偏南地区局部大雨到暴
雨。大部分地区气温18～27℃，城口及东
南部16～25℃；中心城区：小雨，20～22℃。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偏南地区小
雨转多云，其余地区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
早晨有雾。大部分地区气温16～30℃，城
口及东南部 12～28℃；中心城区：阴天转
多云，19～26℃。

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各地多云到
晴，局部地区早晨有雾。大部分地区气温
17～32℃，城口及东南部14～25℃；中心城
区：多云，20～29℃。

代表接待日
畅通民意“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淋漓）“老百姓
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近年来，大渡口区
民乐村将每月20日定为人大代表接待日，
镇人大代表身体力行，在走访中了解、梳
理、归纳群众意见，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及时反映到镇相关部门，充分发挥
了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

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人居环境卫生
整治、路灯损坏、河道治理等民生方面的问
题，都得到了及时解决，受到群众一致好
评。今年以来，民乐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共
收到并解决村民意见建议20余条。

“幸福家庭课堂进村社”
走进九龙坡西彭镇长石村

本报讯 （通讯员 何跃）15日，重庆
市妇联“幸福家庭课堂进村社”活动在九龙
坡区西彭镇长石村举行，国家高级心理咨
询师、重庆市妇联婚姻家庭公益讲师团成
员杨清安为120余名群众现场授课。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有效的家庭沟通
模式》，杨清安从两性情绪情感、夫妻沟
通、亲子沟通、沟通误区等方面为大家进
行了剖析解答，一定程度解开了妇女群众
在家庭沟通中面临的困惑。本次活动旨
在向妇女同胞传递科学的家庭沟通方式
和良好的家风家训，提升妇女群众婚姻家
庭生活质量。

29中校园里操起了重庆话

在刚刚发布的定档片花里，开场仅
14秒，张一白的母校29中门前那条长长
的斜坡就露了脸，从这里毕业走出去的
学子应该第一时间就会感到亲切感爆
棚。根据设定，彭昱畅、张婧仪、梁靖康、
周依然、张宥浩、郭丞、周游7位就是剧
中个性各异的“风犬少年”。相比当年的
《将爱情进行到底》聚焦的是大学时光，
本次《风犬少年的天空》要更年轻一些，
主角变成了千禧年间一群新时代少年。

预告已经可以看出，7位“风犬少
年”分成了两个阵营：新转学来到解放碑
中学的乖乖女安然（张婧仪饰）和天之骄
子马田（梁靖康饰）显然是乖孩子的代
表，他们看着另外几位发出了灵魂拷问：

“你看，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
而在另外一边，彭昱畅饰演的老狗

可谓是“坏事做尽”、日常看上去柔柔弱
弱的“大力娇”在某些方面其实特别勇
敢、咪咪（张宥浩饰）做出的“公然表白”
令全校哗然、大嘴（郭丞饰）更是专注于

“教别人泡妞”。他们拥有的“大兴村四
兄弟”的名号无疑也直接暴露了全剧的
重庆味道。

既然故事发生地被设定在重庆，那
主演们的口音自然必须是重庆话。片花
里彭昱畅已经“露了两手”，从本文开头
提到的两句对白看，彭昱畅学重庆话的
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大家关心的剧中
打卡过的地标，记者也大致数了一下，被
林立的高楼包裹着的29中校园和重庆
最繁华的解放碑自不用说，能远远地看

见黄花园大桥的北滨路也成了“风犬少
年”们疯跑的天堂，九尺坎这种背街，张
一白也把它拍到了镜头里。

给了我时间和表达的自由

“青春就（dou）是要有遗憾，导演说
这样拍才高级。”预告末尾这句搞笑式的
独白，其实也是剧版《风犬少年的天空》
的真实内涵。从片花也能看出，剧里的
孩子们除了“干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说
一些奇奇怪怪的蠢话”，也有老狗“是不
是就没人喜欢我们了”这样少年烦恼的
展现。

据介绍，本次《风犬少年的天空》的
故事最先是90后编剧里则林带给导演
张一白的。在把它在影像化的创作之路
上，两人惊奇地发现不仅同为重庆人，竟
然还都曾就读于重庆29中，是跨越时代
的中学同学。两代人的青春既有相似合
拍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这个
机缘巧合催生了这部剧的诞生，也丰富
了这部剧的情节内容。

而对已经有20年没有出品过剧集
的张一白来说，如今线上流媒体为呈现
端这一前提给自己带来了拍剧的新模
式：“流媒体突破了电影与电视剧的时
长限制，给了我时间和表达的自由。”据
悉，总共只有 16集的《风犬少年的天
空》，在拍摄时却耗时夏、冬两季，在重
庆实地取景拍摄。这浓缩的16集，横
跨了几位少年高中一年的经历，交织了
学校、家庭、社会中关于友情、亲情、感
情如何面对成长过程不可回避的种种
问题的多重奏故事。

民警对
驾驶员进行
酒精检测。

解放碑、29中、北滨路、黄花园大桥……

张一白时隔20年再拍青春剧
《风犬少年的天空》下周四开播

“娇姐，她凶老子……”“好，老子帮你！”虽说都是从彭昱畅嘴
里说出的重庆话，但前一句的矫揉造作明显令人忍俊不禁，后一
句很“燃”的味道又让人回味。爆笑+很燃，这就是重庆籍著名导

演张一白时隔20年再拍“青春”剧交出的答卷——昨日上午，由他联手
韩琰、李炳强两位导演带来的16集青春剧《风犬少年的天空》发布定档
海报和预告，宣布该剧下周四（9月24日）起登陆欢喜首映和哔哩哔哩
（“B站”）

对于重庆观众来说，《风犬少年的天空》尤其会觉得格外亲切和值得
关注的是，导演之一的张一白“出于私心”，将同名网剧和电影的拍摄取
景地均放到了重庆，尤其是自己的母校重庆29中。本次率先上新的剧
版，也是张一白继当年引发广泛热议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之后再拍“青
春”剧集。

“重庆造”纪录片《城门几丈高》
获第30届金鹰奖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

9月15日晚，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正式对外公
布了本届评选的电视剧（含网剧）作品、最佳导演、最佳
编剧、最佳摄像、最佳音乐（原创主题歌曲）、最佳男演
员、最佳女演员、观众喜爱的男演员、观众喜爱的女演
员和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综艺节目、最佳电视动
画片奖项的提名名单。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
勇担任总策划，国内资深纪录片导演、制作人徐蓓执导
的《城门几丈高》获“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

作为国内三大电视艺术大奖之一，中国电视金鹰
奖已经成功举办29届。本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共有527
部作品正式参评，其中电视剧125部、网络剧33部，纪录
片181部，综艺节目130部、动画片58部。

其中，包括“重庆造”的《城门几丈高》在内，共有10部作
品获得了“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大家耳熟能详的《风味
人间》和考古纪录片《古墓派——海昏遗梦》等都名列其
中。共有5集的《城门几丈高》是去年9月2日起在CCTV-
9记录频道和重庆卫视首播的，它首次完整地用影像呈现
了19世纪末重庆开埠以来到抗战结束期间，重庆城市近
代化的过程。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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