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提醒

昨日下午，广元市中心医院骨科的病床上，一

名15岁的少年康亮刚刚做完手肘的植皮手术正在

昏睡中。

5月17日，康亮被人发现用麻绳吊在一座废弃

的吊脚楼上，长达近5个小时。勒紧的绳子导致该

少年手臂长时间血脉不通， 造成肌肉组织部分坏

死，内脏器官严重受损，生命垂危。

经过抢救及两次手术，少年正在恢复中。而刑

警大队民警通过调查发现， 将少年吊上房梁的人

竟是少年自己，而之所以做出这样行为的原因，是

为了模仿电影和魔术中的逃生环节。

弟弟放羊久没回家

被发现时他被吊在房梁上

5月17日下午3点多，日头偏斜，广元市旺苍县

三江镇高山上， 一座废弃吊脚楼附近的山坡被阳

光烤得炙热，16岁的姐姐康英焦灼地在山间小路

上穿行，边走边唤15岁弟弟康亮的名字，弟弟原本

在山坡上放羊直到中午也未回家吃饭。 康英看见

了悠闲吃草的羊群，却没看到弟弟的身影。

“到这来！”突然，康英听到了吊脚楼上传来

弟弟的声音。

“婆婆爷爷都在找你，你在弄啥子不晓得回

家？”姐姐一边埋怨一边往吊脚楼上走。但当康英

见到弟弟时，却哇一声哭了起来。康英边哭边说：

“你咋子了？” 原来，15岁的男孩正被一根栓羊的

粗麻绳捆住身体，离地1米多高，奄奄一息地吊在

吊脚楼的横梁上，手臂已经肿胀布满水泡，麻绳深

深地陷入了肌肉中。

康英慌忙上前，拎住弟弟的腰带，边哭边用旁

边的柴刀割断弟弟背后的绳子， 用自己的身体当

垫子，轻轻接住弟弟，放下地面。

“姐姐，别哭了，没得事。”康亮伏在姐姐的背

上，声音微弱。“怎么会没事，你都已经这个样子

了。”康英一边心疼地大哭，一边背着虚弱不堪的

弟弟一步步地往山下走，“婆婆爷爷要是问你，你

别说被吊起来了，就说我是被摔的吧。”康亮小声

跟姐姐商量着。

走了半里地， 姐弟遇到了正在寻找孙子的爷

爷，爷爷从孙女背上接过孙子，佝偻着背老泪纵横

往山下家中走。 亲人看到康亮的第一反应都是心

疼又吃惊的哭泣，只有这个15岁少年自己，忍着疼

痛一滴泪也没掉。当婆婆抹着泪说：“娃儿从小就

懂事，遭了这么大的罪，也不吭声也不哭。”这句

话却让康亮大哭起来， 字不成句地说：“婆婆，你

莫夸我，我不懂事，我太傻了。”

姐姐终于还是将发现弟弟的情形告诉了家

长，在婆婆爷爷的追问下，康亮称，自己在挖野菜

过程中，被人打昏，吊了起来，没看清楚“坏人”的

长相。 勒紧的绳子导致该少年手臂长时间血脉不

通，造成肌肉组织部分坏死，内脏器官严重受损，

生命垂危。家人随即报警，民警立即介入调查。

青春期敏感的男孩担心，这样的出事

原因，会让自己康复后回到学校时，再次

遭到同学的嘲笑。昨日接受采访时康亮有

些伤心，仰着头眼角的泪水流到枕头上。

“爷爷都已经很老了，我去年14岁的

时候，还可以帮爷爷背柿子，今年我都15

岁了，却要花家里的钱，让爸爸照顾我。”

顿了一顿，少年哭得更厉害了：“我是大人

了，我想去帮爷爷背柿子。我家条件不好，

我想去学技术，想给家里挣钱，不想这么

躺着。”

昨日，康亮的主治医生广元市中心医

院骨科秦医生表示，孩子刚送来时，双臂

严重勒伤，致神经受损，腕关节活动受限。

另外，由于手臂受到挤压时间过长，导致

肌肉充血水肿，现在仍不能排除在恢复中

出现部分肌肉坏死的情况。

而由于神经受损，未来手的灵敏性和

活动性仍可能受到影响，未来双手能否从

事精细活动仍要看下一步的恢复情况，尚

不能排除致残的可能性。

目前，经过抢救及两次手术，少年的

恢复状况较为理想，手指目前已可以蜷曲

伸直。手术一共花费3万余元，让这个贫困

的家庭雪上加霜，康亮的爸爸叹息：“不管

怎么样，孩子能康复就好。”

平静了一下的少年止住了泪，随后望

着成都商报记者说：“我的手动不了，可是

我还想写两封信，不晓得这两个人能不能

看见。”

这两封信， 一封是写给班里的何老

师， 一封是写给康亮最喜欢的魔术师刘

谦。康亮慢慢思考着，开始斟酌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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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吊房梁模仿结绳逃脱

放羊娃差点儿吊死

勒紧的绳子造成肌肉组织部分坏死，经过手术，手指目前已可以蜷曲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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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迁新居办宴席收礼金

城管局长被免职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

昨日，

四川省纪委公开曝光了5起涉及

“四风”问题典型案件。其中，广元

市朝天区城市城镇管理执法局党组

书记、 局长严永平因举办乔迁新居

宴席，收受机关单位人员礼金共4.3

万余元，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免

去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成都城乡商贸物流发展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在出国公务考察

活动中， 违规安排无关人员随团出

访，擅自变更考察线路，增加游览项

目等。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游光

甫， 副总经理周勇分别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公司管理人员冯克审、

林云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泸县立石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

曾登楷、赵坤海在租车下村测绘农户

房屋占地面积时，将租车费、误餐费

摊派给建房农户。曾登楷、赵坤海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该所所长田刚负有

领导责任被诫勉谈话。

眉山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组织公

款旅游，违规发放节日慰问品、购物

卡。 该处处长汪卓然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西昌市太和镇牵头协调

该镇转山村征地拆迁工作期间，镇

党委书记张之纯、镇长王天兵、镇人

大主席团主席胡先群、 镇纪委书记

李建萍、副镇长欧阳明、镇党委委员

王林以及该镇工作人员共12人，接

受转山村村主任曾杰等人的安排，

在工作时间到盐边县红格镇泡温泉

并用餐， 其中部分人员乘坐公车前

往。张之纯、王天兵分别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胡先群、李建萍、欧阳

明、王林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

余相关人员受到相应处理。

昨日在病房里，康亮给记者讲述了他

把自己吊上房梁的经过。

爷爷家里喂养了十几只羊， 每个周

末，回到家的康亮都要去放羊。山坡上树

木苍翠，绿草青青，5月17日上午，康亮来到

山上放羊，他将羊群赶到一片有草的地方

后，便来到废弃的吊脚楼里。

少年从一头羊颈部解下5米左右的

栓羊麻绳， 将绳一头拴在吊脚楼上方的

横梁上， 抓住绳子荡起了秋千。 荡着荡

着，康亮想起刚看过的一部电影，电影里

成龙被人捆绑着吊了起来， 但很快就成

功脱逃，再加上自己喜欢的魔术视频里，

魔术师总是可以轻易的做到许多似乎不

可能的事情。他又找到两根短绳子，决定

模仿电影和魔术中的情节： 先用先前的

那根长绳将腰部缠绕三四圈， 在自己的

背部打了一个死结， 又将绳子另一端重

新拴在楼边的一根横梁上， 再分别用两

根短绳绑住自己的双脚和双膝盖， 最后

将两手插进绕在腰间的绳套里。

随后，少年站在吊脚楼边，不料脚下一

滑，整个身子跌下去了，随着身体下坠的拉

力，绑在腰部的绳子一下被拉紧。康亮赶紧

挣扎， 谁知绳子越晃越紧， 两手被死死绑

住，怎么也拔不出来。挣扎中，头也撞在了

墙上； 他用下巴蹭楼板， 试图将身体拱上

去，除了给下巴上留下伤痕外，并未将自己

解救出来。

太阳一点点升高， 康亮觉得周围的一

切开始恍惚。不知过去了多久，远处传来姐

姐的呼唤，康亮立即清醒过来，大声地呼唤

姐姐：“到这来。”

想像电影里一样逃脱 谁知绳子越来越紧

病床上写信

其中一封给魔术师刘谦

何老师：

你好

我是康亮，我学习不太好，坐在班里

的后排。虽然我们说话不多，我住院后，

那天你给爸爸打来的电话，我没说上话，

但我晓得你关心我。你不要担心，我会康

复的。

何老师，我想跟你说，你平时在课

堂上讲的人生道理我都喜欢听， 虽然

我学习不好，但我是个好人。这次是我

太调皮了，但你不要对我失望。

刘谦：

你好

我一直喜欢魔术， 最喜欢的魔术

师就是你。魔术又神奇又复杂，要练好

就要动作快，还要付出很多努力，以前

我觉得只要多多努力， 就有机会也可

以成为你这样的魔术师。

可是现在，我觉得不可能了，我觉

得我和你之间距离特别遥远， 我只想

说我特别喜欢你，也还是喜欢魔术。

孩子天生爱模仿

但需正面引导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门诊主任

杨君伟医师表示， 孩子

天生爱模仿， 这并没有

什么错， 关键需要成年

人给予更多正面的引

导。可以告诉他，模仿是

可以的， 善于学习的精

神是值得被鼓励的，但

是必须在专业的报障之

下进行， 否则将会酿成

严重后果。 至于少年在

民警介入时撒谎一事，这

需要有家长来帮助引导，

增强孩子的判断能力、学

习能力和责任意识。

康亮当时就是吊在这个房梁上

康亮的肌肉组织部分坏死，已做完手肘的植皮手术

警方调查发现多处疑点

少年承认将自己吊上房梁

康亮先后被送到三江镇医院、旺苍县人民医院、

广元市中心医院抢救。面对这起罕见恶劣的“重大案

件”，旺苍县局刑警大队和三江派出所展开侦查。

现场勘查发现：康亮说他在康家房后挖野菜时

被人从后面打昏，但在房后，长着一片葱郁的野草，

地面根本没有挖过的痕迹。打人者将其打昏后势必

拖拽导致野草践踏倒伏，但草地上无任何脚印和倒

伏痕迹， 房前也只有唯一的一条不足2尺宽的小道

通向吊脚楼， 打人者要将一个昏迷者捆绑上吊，势

必要放倒在地面或楼板上， 由于房屋久无人住，地

面早已灰尘斑斑，根本没有拖擦痕迹，现场只有两

个人的脚印，并在现场提取了几枚灰指纹，其他并

无任何可疑痕迹物证。勘查民警随后对脚印和指纹

提取比对，发现就是康亮和其姐姐所留。彭大队和

三江所教导员何旺明带领法医等来到县医院，根据

康亮陈述， 那么他身上必然留下被击打的伤痕，法

医通过仔细检查， 全身除了被绳索勒出的伤痕外，

仅有头部有一小块头皮发红， 下颌部有轻微擦痕，

颈部无卡压痕迹，其余各部位无任何击打痕迹。

21日上午， 康亮终于对民警说出了事情的真

相———将自己吊上房梁的竟是他自己！

针对路面标示混乱

交警现场定整治方案

成都商报记者从内江市政府新闻办获

悉，目前，相关部门正对沿线存在的标志标

线不完善、路口设置、护栏设置等进行全面

排查， 并将根据排查情况制定相应的整治

方案，整治该路段存在的安全隐患。

昨日一大早，内江市交警支队秩序科

工作人员会同直属二大队相关人员，再次

对G321内江东兴段全线道路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规划调研。通过对刚刚开通的大千

路北延线与G321交叉口的实地调研，交警

现场提出初步解决方案：将大千路北延线

左转向G321方向、靠大千路北延线左侧一

座约三层楼高的小山头削掉；将大千路北

延线右转向G321方向、靠大千路北延线右

侧一个三米多高的小土坡铲平。“去除这

两个障碍点，就打掉了路口的视线盲区。”

针对超载现象严重

路政设卡 超载货车不敢上路

昨日早上7点多，路政执法人员就开始

上路检查，并在G321线内隆路（至郭北镇）

路口设立了超载超限检查点， 对违章货车

进行查处。 成都商报记者沿G321线小河口

镇至四美大桥段采访发现，和前一日相比，

路上的大型满载货车明显减少。 路政执法

人员称，对于查获的超载货车，除强行要求

卸货外， 还将依法对违法运输人员给予一

定的经济处罚。记者发现，十余辆满载的大

货车在距离检查点约一公里外的小河口桥

停留， 一名运河沙的大货车驾驶员告诉记

者， 他行至小河口桥时听同伴说路政在设

卡，因此不敢往前开。

针对摩托高速飙车

群众支持整治 减速为生命让行

“以前我们只是晓得这段路上经常有

人被撞死，没想到两年半就死了43个，太可

怕了。” 当地村民李先生每天都要骑车往

返，“人少车也少，速度不自觉就上来了。”

对于当地政府对G321东兴段进行为期

三个月的集中整治， 接受采访的沿线村民

和过路驾驶员均表示支持。 同时村民也建

议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斑马线等安全设施。

18年前的杀人焚尸案告破

原是父亲雇凶杀子

5月16日这一天， 和往常一样，

南充市嘉陵监狱里的服刑人员起

床、出操、吃早饭、上工，当管教把服

刑人员毛继（化名）叫到一旁，告诉

他安岳警方要见他。听到“安岳”两

个字， 毛继双眼闪过一丝不易察觉

的惊慌，一声叹息后，他低着头跟着

管教来到了会见室。

在办理相关手续， 将毛继押解

回安岳审讯后， 毛继如实供出了18

年前的一起父亲雇凶杀子案。

1993年， 三十岁左右的毛继在

重庆市潼南县城开了一家餐馆，陈

文化和张子全（均化名）常来光顾。

1995年的一天， 毛继和他俩拉起了

家常。谈话中，陈文化称自己儿子陈

刚（化名）由于长期吸食毒品，经常

向家中要钱， 稍不满足还扬言要杀

掉父母。 陈文化曾几次送儿子去戒

毒，但均未成功，便产生叫人杀死儿

子的念头。

看到毛继凑上前来， 陈文化心

里一动，他对毛继说：“我觉得你人

脉肯定不错， 三教九流的朋友应该

结识不少吧？”随即，陈文化向毛继

说出了自己刚刚产生的想法：“你

去找个人把陈刚除掉，我给钱。”

当时，毛继并没有答应。接下来

一年多时间里， 陈文化几次在毛继

餐馆里吃饭时说起此事， 毛继也都

以各种借口推掉。

然而，1996年11月，曾经有过吸

毒史的毛继跟毒友古小中 （化名）

一起吸食毒品时， 古小中说起自己

已没钱购买毒品， 叫毛继想条生财

之道。闻听此言，毛继想到了陈文化

拜托的事情，古小中当即便答应了。

通过毛继穿针引线， 陈文化和古小

中以15000元价格“成交”。

1996年11月27日上午8时许，安

岳警方接到一村民报警称： 发现毛

家镇九村二组马路田里一具被焚烧

的尸体。现场周围，未发现任何有效

证件， 仅仅提取到了死者未被焚烧

的右手指纹，现场物证极少。专案组

民警几乎走遍了周边所有乡镇村，

都未查到人员失踪的信息。 十八年

来， 接手该案的民警换了一波又一

波，但还没有进展。

2013年， 全省公安机关开展

“三个一百”命案“实战破案”行动

以来， 安岳警方再次将此案作为重

点 案 件 进 行 侦 办 。 终 于 ，

“1996.11.27”案死者的指纹信息与

重庆警方1994年采集的一张指纹卡

成功比中。最终确定死者系陈刚。

通过调查走访，民警了解到，陈

刚的父亲陈文化因1999年雇凶杀害

陈刚母亲而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了无期， 并于2012年保外就医时

因病死亡。 专案组民警发现遂宁

“1999.3.26” 杀人焚尸案居然与安

岳“1996.11.27”杀人焚尸案的作案

手法惊人相似。于是，专案组果断决

定对两案进行串并。

毛继是此案侦破的关键！5月16

日， 办案民警将在南充嘉陵监狱服

刑的毛继押解回安岳进行审讯，最

终， 毛继如实供出了十八年前的那

起案子。随后，民警通过对该案的另

一嫌疑人古小中进行调查， 得知古

小中已经于案发后不久因吸食毒品

过量而死亡。至此，这起发生在十八

年前的杀人焚尸案终于告破。

唐艳 华丽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集中整治首日 超载车扎堆避风头

内江“魔鬼路段”

28

个月夺命

43

条

昨日是内江市对G321线东兴段 “魔鬼路

段”开展3个月集中整治行动的第一天，数十

名交通民警和路政执法人员上路设卡检查、测

速纠违，共查获各类超载、超限、超速车辆10余

辆，沿线数十辆超载货车不敢上路行驶，G321

线东兴段“三超”现象明显好转。当地群众对

政府此次行动表示支持，也有原来喜欢在此路

段“飙车”的当地村民自愿减速。

路政第一张罚单：

运渣装货不规范 罚款100元

集中整治行动首日，路政执法部门的

第一张罚单开给了一辆车牌号为川

K59218的运渣车。 据路政执法人员介绍，

早上8点左右，该车经检查，装货极不规范，

没有用篷布遮挡，且有超载行为。执法人

员要求违章车现场卸货，因该车的不规范

装货行为给公路带来污染和损坏，执法部

门处罚违章驾驶员交纳路产补偿费100元。

对于该处罚决定，驾驶员当场表示接

受，并现场交纳了罚款，领取了罚款凭证。

交警第一张罚单：

重庆车超速15%将记3分罚200元

昨日，内江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民警

上路巡逻、检查。 G321线“魔鬼路段”集

中整治行动的第一张交警罚单在一辆重

庆籍越野车上产生。测速仪显示：05月28日

上午09：15分，G321（国道）1914公里，（车

牌号）渝A1M3**，速度69公里，超速15%。

现场民警告诉记者，该车将被记3分，罚款

200元，内江交警将会把处罚通知书寄给车

主———江津市夏坝镇跃进村人成某某。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姚永忠 摄影报道

前方约

1

公里处是超限超载治理点，超载超限货车停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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