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初九， 达州人迎来

沿袭千年的“元九”登高节。

昨日一大早，在“年年登高人

人进步”美好愿望的激励下，

达州市民便纷纷向着凤凰

山、犀牛山等景区进发，达州

周边重庆、广安、南充等地的

游客也前来登高游玩。 据介

绍， 昨日达州主城区共有30

余万人一起登山郊游。

昨日10点过，成都商报记

者在凤凰山红军亭制高点看

到，通往山顶的曲径小道上人

潮涌动，延绵数百米远，场面

十分壮观。 据了解，“元九登

高” 传统是为了纪念唐朝诗

人元稹（排行第九， 别称元

九），当地人在每年农历正月

初九清早倾城而出， 登高望

远，日暮而归。2006年，达州市

人大决定将每年正月初九确

定为“元九”登高节，成了达

州的一张文化名片。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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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人民医院院长正接受调查

院方称不知道其被调查原因，该院曾被媒体曝出新住院大楼部分病房装修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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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摄影报道

“元九”登高传统已沿袭千年

达州30万人齐登高

6岁小姐妹除夕遇害

15岁嫌犯3天落网 追踪

嫌犯交代：

一名死者曾下跪求饶

除夕当天， 绵阳三台县永明镇塔子

坝村两名6岁多的小姐妹，疑因笑话了邻

家15岁的何某某，而惨遭杀害（成都商

报昨日报道）。昨日，死者小陈的姐姐向

成都商报记者介绍，她从警方处了解到，

其妹妹遇害前曾下跪求饶。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再次来到受害

者小陈的家， 其姐姐大陈手里还拿着妹

妹的各种照片， 对妹妹的遇害仍不敢相

信。大陈红着眼睛说，她曾看到警方给何

某某录的口供，何某某交代，他先是杀害

的小何，而小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妹妹曾下跪求饶，但没能唤醒他

的良知， 他用砖头等东西猛砸小何的头

部，七窍流血。”大陈说，何某某杀害小

何后， 随后将小陈拖到500米远的堰塘，

将小陈溺死。

据何某某的一名小学同学何立（化

名）介绍，事发当晚7时许，他和另一名

同学找何某某耍。“那个时候，全村人都

在找两个小娃娃，我们都比较小，就在一

起打牌、吃饺子，当天晚上耍到次日凌晨

近1点才各自回家。”何立说，“当时完全

看不出来他杀了人”。

一位何姓村民还介绍，事发第二天

大年初一，很多警察在村里调查，中午

在一位农户家吃饭， 当时何某某也在

场，跟警察一起吃饭，完全看不出他有

任何恐惧。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宜宾筠连县青年男子张生， 在成

都务工期间与武胜13岁少女小苗网

恋。2013年10月的一天，在武胜县城一

家宾馆内，两人发生了性关系。昨日，

武胜警方披露，因涉嫌强奸罪，张生已

被逮捕，即将移送检方起诉。

明知对方未满14岁发生关系

2013年暑假，小苗在一个QQ群中

认识了网名为“情葬乱坟岗”的好友，

这个人就是张生。张生时年23岁，家住

宜宾市筠连县， 在成都一工地打工。随

着感情不断升温，2013年10月初， 张生

主动请求小苗做自己的女朋友。小苗答

应了张生的请求，并告诉对方自己只有

13岁，系初中一年级在校学生。

小苗向张生吐露了自己的烦心事，

由于数学成绩不好，想辍学打工。得知

这一消息后， 张生迅速给小苗留言：

“我现在工地上有点忙， 等我忙完了，

就来武胜接你到我这里（成都）耍。”

2013年10月24日，张生如约来到小

苗所在的场镇。当天放学后，二人一同

乘车前往武胜县城。当晚，张生和小苗

在武胜某宾馆内发生了性关系。 次日，

二人在结伴前往成都途中被警方拦下。

的士司机报信找回离家少女

原来，由于小苗整夜未归，其母第

二天到学校了解到女儿和一个陌生男

子离开后，随即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由于小苗家长不知道她的手机、

QQ号码，警方便发动其亲属参与寻找。

当天13时， 一位亲戚通过QQ找到了小

苗，并要到了她的手机号码。在母亲多

次电话劝说下，小苗最终说：“我要走成

都耍几天，是和男朋友从武胜坐的士走

的，现在已经在高速上了，你莫管我。”

约十多分钟后， 就在民警和小苗

母亲焦虑之际，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我们现在进入蓬溪境内了……”打

电话的人正是出租车司机。原来，当时

车进入服务区， 张生小苗上厕所忘了

拿手机，早就觉得情况不对的司机，用

小苗手机回拨了电话。14时许，在成南

高速蓬溪站出口，警方早已在此等候。

（受害人、犯罪嫌疑人均系化名）

张翅 成都商报记者 邓成满

2月7日， 四川省纪委在官方网站发

布消息：近日，资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 院长陈云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简阳市人民医院（资

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获悉，该院院长陈云

于去年12月27日以协助调查的名义被带

走，1月6日被宣布停职。该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不知道陈云因何事接受调查。

担任院长20多年 已被停职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抵达简

阳市人民医院，问及是否知晓院长陈

云正接受组织调查一事，多名医护人

员均称不知道。

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12月

27日，陈云以协助调查的名义被带走。

1月6日， 简阳市委组织部代资阳市委

组织部，到医院宣布暂停陈云职务。直

到省纪委网站发布上述消息， 他们仍

不知道陈云因何事被调查。

该负责人说，陈云从部队退伍后，便

回到简阳人民医院上班，曾在华西医科大

学进修， 目前是医院的骨科专家。1990年

底至今，陈云一直担任简阳市人民医院院

长，期间还曾担任简阳市委副书记，兼任

资阳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和资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等职。“2003年

至2008年，他是两个医院（资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

“在陈院长带领下，医院最近几年

正处于上升期， 是四川首家县级三甲

医院。”在该负责人眼中，陈云工作要

求比较严格，对同事也比较好。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致电资阳市纪

委咨询陈云被调查的相关案情，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不知情，也不方便透露。

医院曾被指花巨资建豪华病房

2012年5月9日， 简阳市人民医院

新住院大楼竣工典礼暨全国文明单

位、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揭牌仪式

举行。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总投资2.4亿

元的新住院大楼设有VIP病房，是川内

设施最好、装修最豪华、现代化程度最

高的住院大楼， 豪华程度可媲美五星

级酒店。该院被指责“花巨资建豪华病

房”，“豪华病房可能是特权房”。

此后，简阳市人民医院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称，所谓的“豪华病房”只有24间

（11间单人房、11间双人房和2间套房）、

35张病床，而新住院大楼共有1297张病

床，其余都是普通病房，并不豪华。“四

川省规定公立医院提供的特需服务比

例不超过本院医疗服务资源的10％，我

们符合这一规定。”陈云曾表示。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在简阳

市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15楼A级综合

病房即VIP病房发现， 套间内除了病

床、厕所外，还有一间会客厅，并配有

微波炉等， 装修较好。“200块钱一天，

还是能够接受，环境更好。”住在A级

综合病房一单间内的病人说。

该院内一名护士向成都商报记者

介绍，“现在病人比较少， 只有15人入

住”， 平时，A级综合病房的入住率比

较高，大部分时间都是满的，任何人均

可入住。

与13岁少女网恋发生关系

宜宾男子涉嫌强奸罪被捕

■法理解析

依照我国刑法，奸淫不满

14

周

岁的幼女构成强奸罪， 应从重处

罚。司法实践中，有些被告人未使

用强制手段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而

辩称是与幼女正常交往，不明知被

害人是幼女，给审查认定案件事实

造成一定困难。 对此，

2013

年

10

月

24

日， 最高法等多部门共同出台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的意见》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

对方是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而实施

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

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电影《兰辉》

昨在北川开机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汤小均）

昨日，电

影《兰辉》在北川开机，影片将再现北川

县已故副县长兰辉的感人事迹。据介绍，

曾在《红岩》《刘伯承元帅》等电影中担

任主演的刘之冰将饰演兰辉一角。同时，

影片吸引了韩国女星洪晓熙出演女一

号。据了解，该影片将全程在绵阳市（主

要是北川县）境内拍摄完成，预计今年5

月与观众见面。

据介绍，电影《兰辉》的故事主要发

生在“5·12”特大地震发生后到兰辉因

公殉职的五年时间里。 故事选取的都是

兰辉在副县长岗位上忘我地投入灾后重

建工作的真实事迹。

简阳人民医院

A

级综合病房的套间

昨日上午，达州凤凰山上登高的民众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