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的思念，妹妹的辛苦，李智勇却不能为这个家

做任何事情，尽管他是个孝子。实际上，他完全可以踏

踏实实挣点钱，照顾病床上的母亲。没钱，不应该是涉

嫌盗窃的理由，他要为此受到惩罚。

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寇翼律师指出：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均应自觉遵守，李智勇无论出

于任何目的， 均不应去触犯我国刑事法律的相关规

定。在本次犯罪前，其就曾因盗窃被判入狱，刑满释

放后五年内又再次盗窃， 其已涉嫌构成盗窃罪且系

累犯，无论动机如何，行为都是不可取的。虽家人称，

李智勇是因母亲疾病而实施盗窃，但犯罪动机要结合

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人证言以及他本人

盗窃后的后续行为，由法院综合予以考量。如家人陈

述属实， 其盗窃动机的确是因母亲疾病无钱医治，与

用于挥霍、吸毒、赌博等有明显不同，法院在审理本案

时，可能会把其犯罪动机作为酌定情节，在量刑时予

以考量。

无论动机如何

行为均不可取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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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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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祝黎明 记者 李惠）

昨

日9时40分许,新都区工业东区君跃路丁

字路口发生一起惨烈车祸, 一辆牌照为

川AF0×××的中型货车突然侧翻，撞

上一根路灯杆，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车

内4人被困，其中1人当场死亡。消防员利

用破拆工具直接破拆车门， 并在车上方

用保险绳和腰带直接将人吊起。10分钟

后，其余3人被救出。

又讯

昨晨6时30分许， 成渝高速龙

泉段一弯道处， 一辆北京牌照的小车追

尾大货车， 被撞得面目全非，2名被困人

员被成功救出，随即被送往医院。不少人

称小车司机可能疲劳驾驶， 目前警方已

介入调查。

送孙女上学遇车祸

孙女擦伤爷爷永远离开

昨日上午7时30分许，龙泉驿区阳光

城附近，爷爷用自行车送孙女上学途中，

自行车与一辆宝骏车撞在一起， 孙女被

擦伤，而爷爷却永远地离开了……

昨日上午，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现场

时， 受伤的爷孙俩已被送到龙泉驿区第

一人民医院进行紧急抢救， 肇事车辆也

被移开， 而在阳光南路200号的事发现

场，大摊血迹未干，地上遗留着淡黄色的

休闲鞋和粉色的运动鞋， 以及一个墨水

瓶。从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得知，被撞

男子58岁，姓廖，由于伤势太重，抢救无

效身亡，9岁小女孩娟娟（化名）受擦伤。

娟娟的妈妈表示，她家就住阳光城附近，

昨日一早，爷爷送孙女上学，刚出门一会

就发生了意外。现场多人告诉记者，肇事

车辆无牌照， 事发后司机才从车内拿出

牌照，但该说法并未得到交警的证实。目

前，龙泉交警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哥，你的“孝顺”伤害了母亲

母亲患巨脾症在蓉就医，想见被刑拘的儿子，称儿子涉嫌盗窃是为她治病，女儿却说“恨哥哥”

货车侧翻撞上路灯杆 1死3伤

———李智勇告诉妹妹

———妈妈喻琼香

———妹妹李东美

“这是个老病号了”，昨日下午，在成都

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病房，护士长蒋碧玉介

绍，2011年喻琼香就是在这里做的手术，今

年7月做了第二次手术， 医院考虑到他们家

的经济情况，能减免的都予以了减免。这次

过来，李东美特意给护士们带了核桃，在护

士们看来，李东美是个坚强的姑娘，不愿意

诉苦，也很懂得感恩。

喻琼香的病情不容乐观，除了白细胞增

高原因待查，她还有动脉血栓栓塞、中度贫

血、泌尿系统感染等症状。虽然母女俩几乎

身无分文，但医院还是联系了血液科，给喻

琼香办理了入院手术，准备近期为她做骨髓

穿刺检查，“现在到底是什么病，还需要检查

后才能确认。”

在病房里， 一位好心女士塞给李东美

600元钱， 还有人送给她黑芝麻糊、 生活用

品，护士帮她们买了午饭。

李东美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带母亲喻

琼香来成都医治了。

2002年，母亲检查出脾脏肿大，由于经

济困难， 一直没有足够的钱动手术。2004年，

哥哥李智勇因涉嫌盗窃，被判有期徒刑10年。

2009年，李东美带着生命垂危的母亲来

到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很快被下了病危通

知书。当年7月6日晚上，经省监狱管理局特

批，李智勇在两名狱警的“护送”下，来到病

房见了母亲一面，场面感动了不少人。

李东美介绍， 由于哥哥在狱中表现良

好，家庭情况也特殊，获准减刑，2010年出狱。

次年，母亲终于在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

进行了手术，哥哥一直在医院照料，连牙膏都

是给母亲挤好，在家中也是，每天帮着母亲擦

身子、按摩，无微不至，“他是个孝子。”

护士眼中“坚强的姑娘” 不诉苦懂感恩

2009年 狱警曾“护送”儿子来见她

今年夏天，喻琼香病情加重了，腹部疼

痛难忍、腿脚发乌发麻，当地医院建议尽快

到成都治疗，但已是家徒四壁。李东美回忆，

大约7月2日，哥哥离开了家，对她说，“你照

顾好妈，哥想办法找钱。”7月中旬，家里陆

续收到双流航空港派出所和看守所的函件，

说哥哥因涉嫌盗窃被拘。“我给他写了一封

信，他回了，说他没用，让我照顾好妈。”

7月下旬，经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检测，喻

琼香腹膜内出现巨大血肿， 又做了一次手

术。本月13日晚，她再次牙龈出血不止，李东

美连夜将她送到了成都。一路上，棉球已无

法止血，她拿了一片干净的卫生巾，让母亲

咬住，4个多小时的路程，换了三四片。

经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诊断，喻琼香白细

胞数量严重超标，母女俩怀疑，会不会是可

怕的白血病。“儿子犯法都是因为我，因为家

里穷没钱治病”，喻琼香老泪纵横，她说，病

可能医不好了，很想去看守所，见儿子一面，

告诉他要听话，不要再去做违法的事。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通过双流检察

院了解到，李智勇关押在双流看守所，案件

处于公诉阶段， 关于其作案动机不便透露，

原则上不接受家属探视，如确实存在直系亲

属病危的情况，家属可凭医院出具的相关证

明，向检察院提出申请，将酌情考虑。

想见再次“出事”的儿子 检方将酌情考虑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带妈妈来成都治

病了，我实在承担不起了”，李东美说，一家

人都是农民，每年就靠种的核桃、花椒卖点

钱。她白天忙农活，晚上6点到12点到烧烤店

帮忙，每月有1000元工资。为了母亲的病，她

跟医院的医生学打针，在家自己给母亲打止

痛针，母亲腿脚肿痛，她上山采草药给母亲

按摩……“但确实没有钱了，光第一次手术，

前后花了12万，现在还欠债5万多。”她说，自

己最内疚的是，母亲做完手术，自己都没钱

给她买一条鱼、一只鸡来补身体，就连买斤

猪肉都要咬紧牙关。

昨日下午，病床上的喻琼香拉着女儿的

手，不停地说，是我连累了你，我把你害成这

样……李东美捏住她的脸颊，“笑一个，只要

你活一天，我就高兴一天。”喻琼香流着眼泪

说，因为自己的病，女儿常为了省钱不吃饭，

一瓶水就对付一天，“你快去买个馍馍吃。”

李东美说，她有点恨哥哥，百善孝为先，

但孝顺的方式有很多种，走投无路时陪在母

亲床头就是孝顺，而哥哥走的却是一条违法

的路，不仅伤害了自己，更伤害了母亲的感

情。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心人能够捐助几

千元， 给母亲做全面检查，“等检查结果出

来，我就回老家民政局申请救助，希望能获

得帮助。”

白天干农活晚上打工 欠债数万希望获帮助

妹妹的恨意

母亲的担心

救人现场 消防供图

喻琼香和女儿在医院， 她还

思念着儿子

“我有点恨我哥哥，孝顺有很多种方式，何必非要做违法的事？”昨日，在成都大学附属医

院病房内，27岁的李东美一边说着，一边帮母亲喻琼香搓着发乌的双脚。

她们来自雅安市汉源县河坝村，54岁的喻琼香10多年前就查出巨脾症， 由于经济困难前

年才做的手术。今年夏天，她出现血肿等病情需要再次手术，雪上加霜的是，7月，儿子李智勇

因涉嫌盗窃被刑拘，目前正处于公诉阶段。

“他是因为我的病没有钱治，才去冒这个险的。”喻琼香担心自己的病治不好了，很想见

儿子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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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装房子、买建材、购家具，成都市

民有福了！

成都商报在即将迎来20岁生日

之际，携手全国家居连锁巨头———居

然之家， 隆重推出 “11.2家居巅峰

惠”，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力度空前

的大型惠民活动：12大知名家居品

牌，全年最大幅度放价，一让到底。市

民只需持有《商报惠民卡》，便可享

受6大特权、2重顶级礼遇。

一线知名家居品牌，全年最大优

惠力度，2013家居收官大战！逛一天

省一年工资，一年只等这一天！就在

11月2日！

■6大特权

特权一：商报报庆 12大顶级家居品牌厂家直供 终极折扣史无前例

特权二：商报报庆 携手居然之家终极签售 底价基础上再省

特权三：商报报庆 购物满3000�赢30根金条

特权四：商报报庆 送20个免单（定金）大奖

特权五：商报报庆 千件买断价产品直供蓉城

特权六：全媒体监督 2013年年内全城保价 差价5倍赔

■2重顶级礼遇

顶级礼遇一：顾客见面礼

活动当天，顾客凭《商报惠民卡》领取

30

元红旗超市购物卡，限

1500

份；

顶级礼遇二：顾客寻宝礼

顾客凭《商报惠民卡》和户型图到

12

大品牌店面踩点，可获得到店礼一份

(

数量有限，送完即

止

)

。

购物赢金条抽免单大奖

持《商报惠民卡》享“6大特权、2重顶级礼遇”

全城期待 商报20周年庆家居巅峰惠

非来不可 2013家居收官大战

成都商报正式创刊于1994年1月1日，

是一张综合性城市市民生活日报，是西部

地区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主流媒体。9

月9日，被誉为“中国传媒市场风向标”的

第六届中国报刊广告大会在广州揭晓

“2012-2013中国报刊广告投放价值排行

榜”，成都商报再次名列全国都市报三十

强第二名（第一名广州日报为党报，成都

商报实为都市报第一）。这也是成都商报

第六次跻身中国都市报广告投放价值排

名前三甲，并且连续第四次保持全国第二

名的位置。 成都商报广告经营的巨大成

功，得益于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对广大

市民读者的贴心服务。

作为为广大市民提供居家生活服务

信息的重要板块， 成都商报家居工作室

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广大市民提供最

新、最全、最有可信度的居家生活信息。

八年前， 成都商报家居工作室隆重推出

了“装友会”。在成都商报权威媒体的影

响下，将已装业主、正在装修的业主、准

业主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团购优惠、

集体维权。八年来，成都商报家居工作室

联合装饰行业协会、 各大家装公司以及

家居企业， 先后为10万余名成都装修业

主提供了服务。“要装修，找商报”已成

为绝大多数成都业主的共识。装房子，买

家居产品， 成都商报成为广大市民最信

赖的首选媒体。

在成都商报即将迎来20岁生日之际，

成都商报家居工作室联手全国家居连锁

巨头———居然之家成都店， 在11月2日为

广大市民奉送居家大型惠民活动：为有装

房、买建材、购家具需求的市民带来2013

年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 “家居巅峰惠”。

12大家居知名品牌联手让利，全城期待！

史无前例的折扣风暴，千件买断价产品直供蓉城，购物还有机会赢金条，抽免单大奖

……

“11．2家居巅峰惠”，市民只需持有《商报惠民卡》便可在居然之家享受到“6大特

权、2重顶级礼遇”。

11.2家居巅峰

12家居大牌最强阵容 2013全年最大让利

拨打热线：86511379�抢购30元《商报惠民卡》

成都商报20周年庆 携手居然之家特别巨献

成都商报记者 江涛

居然之家成都店指引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