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妆·摄影培训
●雅高化妆★摄影培训87579522

律师服务
●成都博航法律所免费法律咨询
专业清收各类欠款87577780
●吴律师专业民婚13281850066工商行业咨询
●低价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省内优价办照★资质8666086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年检★执照记账资质87663899

取名公司
●酿名苑成都取名首家66000076
勘察屋宅.择日求吉www.qmzx.cn
●瀚阳堂取名13094469400商务咨询

●★百信调查公司13551396388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0703911财会·税务
●优优★审计理烂帐85087459税启事
●成都市演出公司音像服务部营
业执照90197969-0遗失作废
●成都市沙河影剧院卡拉OK厅营
业执照5101001906734遗失作废
●成都市沙河影剧院沙河时装部
营业执照5101001906733遗失，声
明作废。

●蔡宏位于金牛区金房苑东路6栋
-1楼67号房屋产权证（监证号：监
证0778702）遗失。
●苏万才国家职业资格证编号：
0822000520500414遗失

●金牛区元堃五金工具部税务登
记证号：51112119700811293X发
票统一领购簿遗失

身份证遗失

●刘冰洋511225198207265272失

●李义兰510107199108093423失

汽车报失
● 川 A 一 7AX11 车 架 号 LS-

GSA52S4DY019762 发 动 机 号

122090024于2013年8月6日8时在

新都镇五桂村8组发现被盗

因为无证驾驶摩托车被交警查处，

出于气愤，在自己的QQ签名上称要“炸

派出所”，经“网友举报”后被行政拘留5

天，这是广东省台山市一名19岁男子在8

月2日的遭遇。截至前晚记者发稿，这名

男子仍在台山拘留所。

今年19岁的小陈（化名），是台山四

九镇人。8月1日下午6点， 他骑摩托车下

班，因为没有带驾驶证和行驶证，摩托车

被查扣。“我当时以为是派出所扣押我的

车，所以就对派出所不满。”小陈说。当晚

回到四九镇东冠花瓶村后， 小陈在自己

的QQ签名上一共发了3条签名， 第一条

是：“扑你街， 田旱可炸药去炸啊49派出

所先得”。因为第2条打错了字，又发布了

第3条：“明天系使钱可，决定去炸49派出

所，你死好过我死咯”。

在QQ签名发布约20小时后，台山公

安局四九镇派出所的警察就找到了他。

据台山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称，小陈的QQ

签名内容“被网友举报了”。警方以涉嫌

在互联网上发布恐怖信息为由， 将小陈

带回派出所协助调查。“小陈已经构成了

‘扬言实施爆炸’的行为，行政拘留5天，

已是最轻的处罚。”台山公安局一名工作

人员称。

（南方都市报）

日前，微博留言“炸建委”，女歌手

吴虹飞先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此后又

转为行政拘留。昨日下午，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已重获自由的吴虹飞表示，

自己对于这位实习生妹妹深表同情，“但

不便多说。”吴虹飞此前对媒体表示，终

于知道在微博上说话是有尺度的，“炸”

是不能说的。她认为她是说错了话。

网友“孙茵1991”在成都商报腾讯

微博评论中表示，“言论自由不是无底线

无边界， 言论自由的前提是每个人对自

己所说的话负责。”吴虹飞的代理律师李

金星则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纵观两起事

件，“对于厘清言论自由和违法性二者的

边界，意义重大。”

四川杰可律师事务所律师冯骏，对纳

溪公安的处罚表示认可。冯骏表示，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公民散布恐怖信

息，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恐慌，应受到相应

处罚。冯骏表示，微博上面留言，和生活

当中的抱怨、 开玩笑不同，“大家坐在一

起，全都知根知底。因此，即使你说要去

炸医院，恐怕也没有人会相信。但网上留

言，面对的是千千万万陌生的网友。抱着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态，有可能导致

社会管理混乱。如果没有约束，大家都在

网上传播类似信息，将会是何种结果？”

不过，冯骏也表示，这种处罚也当与

行为相适应，“比如， 动辄以刑律予以处

罚，可能失当。而行政处罚说明警方也并

未将该种行为归罪。总体而言，也算罚当

其行。”

剧院不能喊失火 机场不能喊杰克

洛杉矶华人刑事律师邓洪表示，在

美国人人享有言论自由， 但不是没有限

制的，如不能引起公共骚动。你不能随意

在剧院里喊“失火”了！言论是否构成

“恐怖威胁”， 不是以你的主观意图，而

是以受到威胁对象的感受为依据的。

除了网络平台， 在很多提供公共服

务的场所， 一些不恰当的玩笑也会引发

严重的后果， 例如以劫机作为取笑的言

论并不受保护。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挂有

“请勿开玩笑”的牌示，如果有人在此说

“Hi� Jack!”（杰克，你好吗？）航警一旦

听见，必将其逮捕法办，因为这句话正是

英文劫机（Hijack）一词的谐音。这说明

公共安全重于个人的言论自由。

7个在电视上不能说的词

在看似百无禁忌的美国媒体上，也

有“7个在电视上不能说的词”。美国喜

剧演员乔治·卡林于1972年在独角戏《七

个你决不能在电视上说的单词》 里提出

此概念，这些词包括大便、小便、荡妇等。

之后这七个词就被政府规定为不适宜在

公共媒体中播放的词语， 如果出现便用

“B”声带过。如今，美国所有的公共电

视、 广播媒体仍保留着 “家庭时间”传

统，以净儿童视听。

利物浦的“敏感词”手册

在很多国家的赛场，不仅是球员，连

球迷都不得说出侮辱性的词汇， 尤其是

涉及种族歧视的言论。 按照一些国家的

赛场秩序， 那些骂人者会被球场保安立

刻请出球场， 并会被处以禁止观看比赛

的处罚。

英国足球俱乐部利物浦， 发布了一

份“不可接受的词语”手册，以抗议球场

内外的歧视。 这些词分为种族 （如：黑

鬼）、性取向（如：同性恋）、性别（如：别

像个女人一样）、残疾（如：智障）等类

别，并规定球员、教练及工作人员不得在

公众场合使用，否则将面临禁赛的可能。

成都商报记者 江然 综合报道

“你查嘛，是炸药！”昨日上午11时许，32

路公交车上，60岁的冯大爷因从后门上车，与

司机发生口角，在回答司机询问时，愤愤地说

所带物品是炸药。随后司机报警，一车乘客临

时转车。经检查，他的包里并无炸药，民警对

冯大爷进行了批评教育。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派出所内见到

了冯大爷。冯大爷说，他是绵阳人。昨日上午，

他提着3个黑色布口袋、抱着一个纸箱子，带着

鸡、牛肉、衣服等生活用品来成都看望儿子和

媳妇。11时许， 他在梁家巷站等来了32路车，

“看到前面几个人从后门上车，我提的东西又

多，不想走远了，也从后门上去了。”冯大爷称。

从后门上车后，冯大爷说，公交车司机在

他刷卡时，曾与他发生言语冲突。“司机说我

戴着眼镜，年纪又大，不讲文明。”之后，双方

争论了几句。

车行至一环路北三段站时， 冯大爷已到

后面的座位坐下。司机师傅趁停车，从驾驶室

走到冯大爷面前， 问他纸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物品。“我觉得他当时就是针对我一个人，所

以我很气愤，便说了句‘你查嘛，是炸药！’”

听说箱子里是炸药， 公交车司机便拨打

了110。随后，民警赶到现场进行检查，并未发

现危险物品。在民警检查期间，一车乘客被迫

转车。随后，冯大爷被带到附近派出所接受调

查。对于上午的言行，他感到十分后悔。警方

已对冯大爷进行了批评教育。

巴达铁路最长隧道顺利贯通

记者昨日从巴（中）达（州）铁路指

挥部获悉，巴达铁路最长隧道———刀背

梁隧道已于近日顺利贯通，为实现巴达

铁路2014年通车奠定基础。

刀背梁位于平昌县澌岸乡，隧道全

长2953米， 为巴达铁路已贯通隧道中最

长的一座，系单线低瓦斯隧道，地质以

强风化泥岩、砂岩为主，泥岩易风化剥

落成细粒或碎片状。

（江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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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来的惩罚

泸州女实习生扬言炸医院 被行政处罚

绵阳大爷坐公交称带炸药 被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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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做无关的事

蓬安三股长被免职

成都商报讯（记者 邓成满）

7月31日

10时30分左右， 蓬安县住房和城乡规划

建设局人秘股股长刘某、 村镇股股长胡

某、城建股股长秦某三人，分别在办公室

利用电脑玩游戏、带女儿做作业等，做与

工作无关的事。昨日，蓬安县纪委通报：

因上班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三人被免去

职务，并责令公开检讨。

汶川面包车坠河 2死4伤

成都商报讯（杨建 唐誉瑕 记者 王

明平）

昨日凌晨7时33分，汶川县威州镇

七盘沟国道213线73km处， 一辆车牌号

为甘A26258五菱面包车坠入河中，该起

事故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 汶川消防大

队在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救援， 将伤者

救出后送往医院救治。

接到报警后， 汶川消防大队立即出

动12名官兵、2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展开救

援。事故车辆坠入河谷，车身严重变形，

河面距路面高差约10余米。目前，事故原

因正在调查之中。

玩“斗地主”时，可以随便用“炸弹”。

但是在公交车上，大爷随口一句“炸弹”，

就可能引来实际的恐慌。 因为公交车就

是一个公共空间，即使是一句谎话，也会

对公共安全造成实际的损害。

网络也是公共空间。 泸州女孩胡薇

在微博上说，“好想加入恐怖组织， 在星

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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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左右把

xx

医院炸了。” 其实，要

命的不是炸， 而是有具体的时间和 “作

案”地点，这就不是随便开玩笑了。

言论自由的界限当然是很大的问题。

但作为普通人，要把握一个度其实也并不

困难。要注意说话地点的敏感性，机场和

山间小道是不同的；威胁性的言语，不要

指向具体的个人和单位， 要炸整个地球，

没人拦你；但要炸某人的地球仪，就是威

胁；当然，还有一些词本身就是敏感的，比

如在欧美国家， 和种族歧视有关的言语，

在任何公共场合都是禁止的。

网络时代， 每一个人都有在公共空

间发言的权利，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但

是技术的进步也必然要求一种新型伦理

的出现，如何说话，不再只是公众人物应

该关心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在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歌手吴虹飞因

为“炸建委”的言论被拘，很多人感叹，社会

是不是太敏感了？其实，只有每一个人都更

敏感一些，社会才不会那么敏感。

你生气时，不要随便开玩笑

□

张丰

公安部7月25日召开电视电话会

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夏秋社会治

安整治工作。公安部强调，对实施个人

极端暴力行为的犯罪分子都必须坚决

依法严惩，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

绝不手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谴责极端

暴力犯罪的舆论环境。 对扬言实施放

火、爆炸等极端暴力行为，以及编造、故

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扰乱社会秩序

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公安部强调， 各地公安机关要严格

落实工作责任， 把各项任务层层分解到

岗、逐一落实到位，坚持跟踪问效问责，

对不负责任、 落实不力导致发生重大问

题的，要坚决倒查追究责任。

（新华社）

胡薇家住泸州市纳溪区，今年21岁，目前

在泸州读书，此前在城区一家医院实习。8月4

日，胡薇在腾讯微博上面留言，声称，“好想

加入恐怖组织， 在星期一10点左右把xx医院

炸了。”该微博发出后，随即引来网友围观。

接受调查时，胡薇声称，此举是因为自己在

医院实习很累，经常上夜班，并且“受了气”，护

士和医生不待见她，这才在微博上吐槽发泄。

根据当地警方通报， 纳溪区公安分局网

安大队调查后， 发现该信息属于造谣类信

息。网安大队对胡薇网上造谣的行为进行了

相应的行政处罚，并删除了相关信息，及时

消除了影响。 胡薇究竟受到何种行政处罚？

昨日下午，纳溪公安分局方面表示，现在不

太方便透露。

随后， 成都商报记者到胡薇之前实习的

医院采访。胡薇所发微博，并未给医院带来太

大影响。该医院办公室负责人也表示，自己没

有注意到这事，“平时， 我很少关注微博信

息！真不知道此事！”

事件

时间：

8

月

4

日

地点：泸州

1

女实习生微博留言：

炸医院

事件

时间：

8

月

7

日

地点：成都

2

老人公交上说气话：

是炸药

30元存了34年 想兑60元好难

公安部：

扬言放火爆炸依法严处

落实不力倒查追究责任

新闻背景

前车之鉴

吴虹飞：“炸”不能说 同情这个女孩

他山之石

QQ签名“炸派出所” 男子被行拘

84岁的李明莲老人家住南充城区。几天

前，她翻阅家中旧书，无意间发现一张存单：

离世多年的女儿，于197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

存款30元。 她现在可以支取本息约60元。但

老人费尽周折尚未如愿。

5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见到李明莲。她

手中拿着一张中国人民银行的活期储蓄存

单，存入时间为1979年6月15日，存款额为人

民币30元，约定利息为“每百元存一月得利

息0.18元。” 存款人郑林琼， 是李明莲的女

儿，已去世多年。

“我老伴去世多年，女婿现在也得了重

病。 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低保和儿子拿点

钱。”李明莲说，虽然存单中只有30元，但自

己还是很想把钱取出来。

“1984年‘人工分家’后，（中国）人民银

行就把所有的经营业务划给了工商银行。”中

国人民银行南充市中心支行办公室副主任李

宵说。虽然这笔钱当年是存入人民银行，但现

在李明莲要支取，必须去工商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南充分行运行管理部工作人员唐小军

说，这张存单是郑林琼的遗产。继承人要支

取，必须提供遗产公证文书。

“进行遗产继承公证，公证费最低200

元。”南充一名律师介绍。但顺庆区公证处

主任林大刚表示，愿免费为李明莲提供遗产

公证服务。但“郑林琼丈夫重病、其子女外

出，无法在场，因此做这个公证并不简单。”

5日下午， 在得知老人遭遇之后， 网友

“莽娃儿” 在南充当地论坛发起 “网上竞

拍”存单。截至昨日记者发稿时，已有网友

出价1000元。甚至有网友表示，愿出200元收

购一份存单复印件。

成都商报记者 邓成满

成都商报讯（记者 严薇）

四川省安监

局7日通报了泸州市古蔺县“2·1”重大道

路交通事故、泸州市泸县桃子沟煤业有限

公司“5·11”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调查处

理情况， 两起事故中，25人涉嫌犯罪。目

前，7人被执行逮捕，12人被刑事拘留。

2013年2月1日， 泸州市古蔺县畅通公

司车牌号川E44303的大客车在省道S309

线29KM＋100M处，违规超车时应急处置

不当导致坠崖， 造成11人死亡、18人受伤。

同年5月11日，泸州市泸县桃子沟煤业有限

公司违法生产采煤工作面发生一起重大瓦

斯爆炸事故，造成28人死亡、18人受伤。

古蔺县“2·1”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对川E44303大客车驾驶员王勇， 古蔺县

畅通公司副经理邱绍伦， 畅通公司安全

科工作人员张洪琴等4人，涉嫌犯罪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对畅通公司经理王

发宇，罚款15万元，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对畅通公司罚款100万元。对

古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周强、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何睦等8人给予记过、

警告等行政处分， 对古蔺县副县长梁兴

川诫勉谈话。

泸县桃子沟煤业有限公司 “5·11”

重大瓦斯爆炸中， 司法机关已对21人采

取措施，其中，泸县安监局矿山管理站福

集分站副站长兼驻矿煤监员何琦、 泸县

安监局副局长周焱林等7人因涉嫌犯罪

被执行逮捕； 桃子沟煤业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罗剑、经理周明、矿长张长勇等12

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刑事拘

留。对泸县县委书记郭庆、县长谭光军等

22名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和政纪处分。

谭光军被免去县长职务。

今年四川计划关闭（退出）758家金

属非金属矿山，除国有重点煤矿外，全省

煤矿停止井下一切作业活动。 四川省安

监局新闻发言人何成炳透露， 目前已确

定122个拟关闭煤矿名单，今明两年总共

将整顿、关闭500家煤矿。

瓦斯爆炸28人死亡

泸县县长被免职

同步播报

在国外 很多话你也不能随便说

34

年前的存单

都说天衣无缝， 但有谁见到过无缝

的衣服呢？ 乐山市夹江县迎江乡的农民

牟帮富，就做出了无缝的衣服来。牟帮富

说，上个月，他花了4天4夜时间，让500条

家蚕只吐丝不结茧， 织出了一件背心和

T恤，表面光亮整洁，边缘自动锁边，没

有任何接缝，堪称真正的“天衣无缝”。

刘佳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吐丝4天4夜

500条蚕织“天衣”

6

日，牟帮富展示用家蚕吐丝织成的背心

冯大爷昨在派出所等候调查 摄影记者 卢祥龙

律师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