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警察学院心理咨询中心主

任、 心理学副教授陈华说， 一般来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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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

本应该在学校好好学习， 但因为孩

子家庭结构不健全，家长教育不当，

学校教育的缺位， 以及家庭不和睦

等多个因素， 最终导致孩子走上违

法犯罪的道路。特别是留守儿童，因

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缺少关爱，而

目前也缺乏一个专门关注留守儿童

的社会机构或是组织。

陈华建议，社会、教育机构、家

庭要对这些孩子给予更多的关注，

父母可经常打电话给孩子，关注他

们的近况 ，学习生活 ，通过沟通了

解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对于教育机构来说，对于这些

“问题” 孩子， 不能随便让他们辍

学 ，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教育 ，他们

因为缺少家庭的关爱，教育机构就

更不能够缺位。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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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车窗、盗窃上万元 一个月砸车16辆

“带头大哥”竟是13岁少女

编辑 吴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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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上午，牌号为川RH6416的车主刘师傅，

像其他车主一样前往嘉陵区公安分局火花派出

所，领取了480元车辆损失费。这是该所破获三名

少年系列砸开汽车玻璃盗窃财物案以来，对受损

车主进行清理赔偿的一个缩影。

据三名少年交代，他们的“大哥”是13岁的

阿Q姐姐，阿Q姐姐的父母离异，另两名少年也是

留守少年。三名少年承认，近一个月时间，他们利

用弹弓和螺丝刀等工具，在嘉陵、顺庆城区，特别

是一些偏僻的街道，砸车玻璃盗窃财物。

多名车主报警：车窗被砸东西被盗

雨轩是一位职业摄影师，家住南充市嘉陵区

玉泉路，平时在成都上班。昨日清晨6时，他准备

开车回成都的工作室，突然发现停在自家楼下的

中华轿车，左侧后窗户被砸得稀烂，车内一片狼

藉。经过清点，雨轩发现车辆行驶证等物品均未

丢失， 只是摆放在驾驶室前方的导航仪丢失，以

及放在点烟器旁的10多元零钱，涉案金额1000余

元。第一时间，雨轩报了警，嘉陵区公安分局火花

派出所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调查。

昨日上午9时，一位穿着打扮时髦的女士，牵

着一条宠物狗，匆忙走进火花派出所。通过民警

核实身份信息，证实其为牌号为川RCC×××的

车主。该女士介绍称，三天前，她的轿车停在街

头，不料车窗玻璃被砸，损失财物320元，没想到

警方快速破案，她特意前来领取车损费。

就在火花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砸车玻璃系

列案相关情况时，牌号为川RH6416的车主刘师傅

赶来领取车辆维修费、贴膜、工时费等共480元。老

刘介绍称，前天，他将一辆哈弗轿车停在陈寿路友

合小区附近，不料，车窗玻璃被砸，他还没有报警，

是民警通过机动车辆登记信息，主动找到他的。

昨日凌晨时分， 睡梦中的田女士被小区保

安叫醒，称她停在小区大门外的轿车，车玻璃被

砸烂，两名保安发现后，冲出小区大门，看到是

两名小孩子所为，不料，从发现到追赶，两名砸

车玻璃的人最终跑掉。 田女士住在玉带路格兰

春天小区，昨日凌晨，包括她在内，有三辆车车

玻璃被砸。

采访中，多位市民向记者反映，近期砸车玻

璃盗窃财物案频发。4月5日下午， 丝绸路旺角阁

小区内，监控录像显示两少年砸碎一辆轿车车玻

璃离去。4月11日凌晨，钟女士起床发现，自己停

在镇泰路某小区的车玻璃被砸烂，“幸好导航仪

等物品未丢失”。

团伙作案 已核实一个月砸车16辆

火花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称， 近一个月时间，

嘉陵、顺庆等地连发多起砸开汽车玻璃，盗窃车内

财物案件。派出所通过到社区走访，重点路段蹲点，

综合案情摸排，部分案件串并连，强化武装巡逻等

多种方式，一张巨大的法网悄悄在城区多点铺开。

4月14日凌晨时分， 火花派出所夜巡民警巡

逻至陈寿路某加油站附近时，发现两男一女三名

少年，形迹十分可疑，民警不动声色，远远观察发

现，三少年在经过有车的地方，总是先要看看周

围的情况，再盯车内的情况，还有将手放在车玻

璃打击的动作。“不准动！”说时迟，那时快，几名

武装夜巡民警将三名少年团团围住。三名少年承

认，近一个月时间，他们利用弹弓和螺丝刀等工

具，在嘉陵、顺庆城区，特别是一些偏僻的街道，

砸车玻璃盗窃财物。

“一个月时间内，3名少年先后砸烂多辆轿车

玻璃，目前，已核实到16辆。”民警彭世能告诉记

者， 警方4月14日成功破获系列砸车玻璃盗窃财

物案，目前统计的涉案金额超万余元，包括手提

电脑、香烟、现金等。

总府路百万被盗虫草昨返还

2013年10月17日、12月31日，总府路

上的成都同仁堂药店和德仁堂药店先后

遭遇虫草劫案。同样是凌晨三四点钟，同

样是四名嫌疑人破门而入， 控制守卫后

敲开玻璃展柜， 对其中价值不菲的冬虫

夏草进行洗劫。但法网恢恢，这两伙犯罪

团伙在作案后不久均被警方抓获（成都

商报曾报道）。昨日，在锦江区公安分局

举行的赃物返还大会上， 这些被追回的

价值超过百万元的虫草尤为显眼。

除了虫草， 锦江警方还向德仁堂集

团返还了24万元人民币现金， 成都同仁

堂药店和德仁堂药店同属该集团所有。

据警方介绍，犯罪分子在逃窜过程中，将

抢劫而来的名贵虫草， 以3至5万元的低

价贩卖， 这些虫草市场价格高达每公斤

20至60万元。 德仁堂集团总经理邹康禄

介绍说，加上被折断损坏的虫草，仍有超

过70万元的损失。邹康禄介绍说，在遭遇

劫案后，药店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特别

是将此前夜间放置于玻璃展柜内的虫

草，都转到了密码保险箱内进行存放。

除了价值连城的虫草， 锦江区公安

分局昨日返还了多辆被盗抢的出租车、

贵金属首饰、玉器、高档手表、笔记本电

脑、iPhone手机等物品。这些物品是日前

破获的三起盗抢案件中起获的赃物。今

年以来， 锦江区公安分局结合公安部

“万警进万家”主题活动，联系实际开展

了“破小案、挽损失”行动。由刑侦部门

牵头，严厉打击“两抢三盗一诈骗”等侵

财类案件，加大破案追赃、返赃力度，最

大限度地挽回群众的经济损失。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刘海韵

7.12公里

地铁4号线安“弹簧”

成都使用量最大

昨日上午地铁4号线一期文家车辆

铺轨基地，巨大的龙门吊缓缓将一组轨排

放置在钢筋架上，10多名工作人员开始紧

张施工， 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由此正式进

入一个新的工程节点， 开始铺轨阶段施

工。开始铺轨之后，预计4号线一期工程今

年10月将“洞通”，明年3月“轨通”、5月

“电通”，明年底开通试运营。

为了减缓地铁列车运行对周围建筑

的影响， 该线路在中医大省医院站至宽

窄巷子站的轨道上， 使用了类似于汽车

减震器的钢弹簧浮置板，可减震、平均降

噪12分贝，全线应用长度达7.12公里，较

之地铁1号、2号线等，4号线是使用量最

大的一次。

轨道装“弹簧”

降噪12至15个分贝

据中铁五局成都地铁4号线一期轨

道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莫邦全介绍，每

根轨道长为25米， 在文家场车辆铺轨基

地这个开始的位置采用龙门吊安装，进

入隧道内将采用铺轨机施工， 预计每天

可以保持40至50米的铺设进度。

为了降噪和减震，地铁4号线一期工

程大量采用了一种施工技术， 即安装钢

弹簧浮置板———轨道需要铺设在一个钢

筋架上，安装后进行混凝土灌注，而在轨

道下面，嵌入到混凝土中，就每隔一段设

上一个类似于弹簧的东西， 这就是钢弹

簧浮置板。 莫邦全说， 这主要是起到减

震、降噪作用，就好像汽车的减震器。该

施工项目总工刘代方表示， 该装置原理

就是有一个钢弹簧隔振器， 弹簧中间部

分有采用液体或固体形式， 地铁列车通

过这个设备时，有一个缓冲，就起到了减

震和降噪效果，使用该装置后，在运营过

程中， 平均可以达到降低噪音12至15分

贝，由此有效减震。

这种设备，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中工

程量为1.34公里，2号线为5.71公里，4号

线一期为7.12公里。 截至目前，4号线一

期是使用量最大的一次。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之所以1

号线使用较少，主要是因为1号线主体沿

着人民南路、人民北路等主干道，环境敏

感区较少，而2号线途经的居民集中区等

有所增加，4号线使用量较大是因为沿线

居民区更为集中，7.12公里尤以中医大

省医院站至宽窄巷子站使用量最为集

中，比如锦城小区、长富新城等，西南财

大也有使用，还有就是沿途的博物馆、医

院、学校等都会使用。

14个车站已封顶

明年5月“电通”

据介绍，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西起非

遗博览园站， 东至万年场站， 线路全长

21.693公里，均为地下线，共设置16座车

站，分别是非遗博览园站、蔡桥站、中坝

站、成都西站、清江西路站、文化宫站、西

南财大站、 草堂北路站、 中医大省医院

站、宽窄巷子站、骡马市站、太升南路站、

市二医院站、玉双路站、双桥路站、万年

场站。目前土建工程除宽窄巷子站、骡马

市站仍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外， 其余14

个站点主体结构均已封顶， 正在进行车

站附属结构施工， 盾构掘进累计完成

91%，预计于2014年10月前实现洞通。

据介绍，在地铁系统工程中，轨道工

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土建施工与

机电安装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开

始轨道铺设标志着土建施工已进入收尾

阶段。

根据工期安排， 地铁4号线一期在

“洞通”、“轨通” 之后， 将于明年5月

“电通”，预计明年底开通试运营。

昨日，成都地铁官方网站发布《成

都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第三方监测项目

A/B标段招标公告》等多份招标公告，公

告显示4号线二期工程全长17.617公里，

东西延线共12个车站，计划工期从今年5

月起。目前该工程前期工作已经展开，因

此从公告内容来看， 预计下月成都地铁

在建工程中，有望新增地铁4号线二期。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儿子，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我和你

爸爸都来了， 快点开门嘛。”13日晚，广

汉市南昌路一栋宿舍楼6楼上， 女子王

某在楼道不停哭喊，仅一门之隔的楼顶

天台上，10岁男孩小龙（化名）欲跳楼

轻生。

而他轻生的原因是不满父母感情

不和，他提出希望父母住在一起的要求

遭到反对。 幸好群众及时报警求助，小

龙成功脱险。然而，救援过程中，民警周

瑜却重重摔在水泥板上， 重伤入院。昨

日，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周瑜说，“通过

这个事情后，希望孩子的父母能够多考

虑孩子的感受。”

男孩爬上6楼天台欲轻生

13日17时许， 广汉市南昌路二段种

子公司宿舍居民缪家会在小区散步时，

发现一个男孩在楼前的院子里写作业，

这个男孩就是小龙。“他说他妈一会儿要

来接他。”缪家会说，小区里有人认识小

男孩，说他之前就来这玩耍过，家就住在

这附近。因此，缪家会没多想，“以为他在

等妈妈来接回家，但后来小孩不见了。”

19时40分许，男孩的妈妈王某找到

了缪家会所居住的小区，“她一脸愁容，

很着急的样子！”缪家会估计，王某应该

是在寻找此前来过小区玩的男孩。

得知男孩在楼顶玩耍，王某立即上楼

准备将儿子带回家，“当时他妈喊我走前

面，把娃娃喊下来，我刚上到楼顶，娃娃就

说喊我不要上去，说他要跳楼。”缪家会介

绍，男孩边说边往楼顶护栏边靠，情绪激

动，发现这一举动，缪家会连连往后退

了几步，原来男孩觉察到了跟在缪家会

后面的妈妈王某，就放出要跳楼的话。

情况十分危急，妈妈王某不敢继续

靠近，只好立即通知其家人，并拨打110

求助。广汉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接到

求助电话后，值班的3名民警迅速出警，

副局长谢跃东、副政委代伟也及时赶到

现场组织营救。

“当时小孩非常紧张，就一直要求

我们所有的车辆、包括人员全部不要在

他视线范围内。 不然的话， 他就跳下

来。” 广汉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指导员王

良介绍，接警赶到的消防官兵准备铺救

生气垫的时候， 小龙发现后非常激动，

就说如果你们再不拆， 我就走这里跳

了。“我们救生器材不敢铺，人藏在楼下

面，如果真跳了楼，就只有靠人了，靠我

们警察用身体去挡。”

男孩脱险 民警意外受伤

此刻，小龙已经将通往屋顶天台的

门锁住，“儿子，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我

和你爸爸都来了，快点开门嘛。”在母亲

王某的再三劝说下， 小龙开了门后，又

迅速地跑到天台边。

天台上，小龙的母亲王某焦急万分

不敢靠近，楼下的道路上，闻讯赶来的

父亲黄某也束手无策， 他满面愁容，目

光死死盯着身处对面6楼楼顶天台的儿

子，生怕发生任何意外。

情况十分危急，民警一边安排小孩

的母亲与其对话，此刻，民警发现在楼

道顶端上， 一处高于楼顶平台约3米的

高台便于隐蔽，同时安排民警周瑜悄悄

爬了上去。

通过长时间的耐心细致的劝说，小

龙提出要手机与其同学通话的要求。民

警让小龙的舅舅送去手机，趁小龙伸手

去接手机身体离开楼顶边缘的瞬间，隐

蔽在楼顶高台的民警周瑜迅速从楼梯

间平台纵身跳下， 将小龙牢牢抱住，周

瑜倒在水泥地上，“快抱住孩子！”随

后，周瑜被搀扶下楼，医院诊断为胸椎

第十二节压缩性骨折。

让办案民警诧异的是， 据三名少年

交代，他们的“大哥”是13岁的阿Q姐姐，

阿Q姐姐的父母离异，另两名少年是留守

少年，作案的动机只是为了“找钱”。

据了解，砸车“团伙”中，年龄最大

的15岁，最小的13岁，有的父母离异，有

的是留守少年。 目前警方已经查明的赃

物价值上万元，对于赃物的处理，三名少

年称，是现金的直接娱乐消费，是财物的

低价变卖后，被他们用来上网和娱乐。

“民警们都感到很无奈，不得不对三

名少年进行批评教育，然后‘放’走。”办

案民警表示，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14

岁以下人员不承担刑事责任，目前，警方

已责令三少年的监护人， 加强其监护责

任，并对三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据火

花派出所副所长彭世能介绍，3名孩子是

南充城区的孩子， 家庭经济条件一般，都

已经辍学。因为年龄太小，民警对3名孩子

进行了批评教育后， 便通知家长将其带回家

教育。此外，几名孩子的家长也对受损车辆的

车主做出了相应的赔偿。

（杨大超 摄影报道）

“儿子，爸爸妈妈对不起你，快点开门嘛”

父母不和好 10岁男孩欲跳楼

经过了解，原来小龙的父母因感情

不和，已经长期分居。而小龙欲跳楼轻

生的原因是，他提出希望父母住一起的

要求遭到父亲和母亲的反对。因为感觉

不到父母的关爱，小龙激动之下竟然爬

到楼顶天台跳楼。事后，小龙的父母了

解到孩子的行为后非常后悔，称因为夫

妻感情不和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并对民

警解救孩子表示感谢。

“他是我们的儿子，做父母的当然

希望他一切都好， 夫妻感情上的一些事

也没办法，我们尽量避开他处理。”黄某

介绍，儿子欲跳楼的过激行为，给他们整

个家庭都上了一课。 至于夫妻两人是否

会因为儿子和好，两人均没有表态。

王唯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心理专家

13岁少女，她的父母已离异

2013

年

6

月

19

日， 民政部发布 《

2012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

2012

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

310.4

万对，粗离

婚率为

2.3‰

，比上年增加

0.2

个千分点。从

2005

年起，全国离婚率

呈现

7

年递增。父母离婚对孩子的震荡，不言而喻。

此前，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对

100

名少年犯的抽样调查显示，有

近

60%

来自于离异家庭。

沉重的

调查报告

核心

提示

10岁少年，他的父母长期分居

在一份题为《为什么婚姻重要———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

21

个

结论》的报告中，其中有一个结论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

后来发生非婚生育和遭遇离婚的可能性高于完整家庭的孩子。”

在美国，非婚生育和离婚好像遗传病一样代际传递。在单亲家庭

中长大的女孩，比双亲而又稳定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做未婚妈妈

的可能性高

3

倍； 单亲家庭的孩子后来的离婚率也比普通孩子高

两倍。

课题

没有结束

对孩子而言，在这样的年纪里，再没有比家庭更重要的东西了

被砸车窗盗窃的车辆

男孩小龙差点儿就

从这里跳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