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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

如何做

一方面家长自身加强监护意识，对家中该加固的地方应提早

做好防护措施，不要把低龄孩子留在家里。另一方面，应该逐步培

养孩子的安全意识，对孩子的危险动作及时制止，让其通过肢体语

言和言语感受到父母的紧张。

昨日中午，一名黑衣男子驾驶一辆无牌

大功率摩托车在广汉城区疾驰。民警上前盘

查，男子扔下背包慌忙逃窜，逃跑途中扔下一

把手枪，民警追击数百米后，该男子躲进一小

巷鸡舍，一只黑色布鞋暴露了他行踪，最终，

民警上前将其抓获，并搜出10余发子弹。

遭遇盘查 扔下背包就跑

昨日中午12点40分左右， 在城区九江路

与南昌路交界处，一名黑衣男子驾驶一辆无

牌大功率摩托车疾驰而来，巨大的轰鸣声引

得路人侧目。遇到红灯后，该男子停下，手拉

油门，排气管轰鸣声再次响起。

轰鸣声引起了5米外公安岗亭内5名民警

的注意，留1人值守，付警官等4民警前去盘查。

看到民警走过来，男子有些诧异，将摩托

车往前挪了一下。“同志， 请出示你的驾照及

行驶证。”一名民警向黑衣男子问话，并果断

拔下摩托车钥匙。另外3名民警一边盘查，一边

注意男子的行为，男子脸色瞬间变白。突然，男

子将身上背包扔向其中一名民警，丢下摩托车

就跑。意识到男子可疑，1名民警留在现场查验

男子的丢下背包，其余4名民警前去追赶。

躲进鸡舍 一只鞋露马脚

男子跑向了旁边的福州路， 民警紧追不

放。“不好，背包里有扳机（手枪的一部分）。”

这时，对讲机里传来警情,男子危险程度增加，

追赶的民警一面加紧追，一边寻求支援。

“注意，那男子在裤包掏东西，有可能是

枪。”一名民警发现了情况，只见黑衣男子从

裤包里拔出一个金属样的东西， 距离嫌疑男

子最近的梁姓民警正要采取紧急措施时，男

子将东西丢在了路边。一名民警停下一看，这

是一把仿制式手枪。

五六分钟时间， 民警已经追出一条街。看

到前后有警车赶来，嫌疑男子拐进了福州路一

条巷子。民警追进巷道，男子已经不见踪影，这

时民警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里面有一幢居民

房。一名民警控制出口，其余3人搜查房间。

根据群众提醒，民警上到民房二楼，除了

几间空房，就是两个鸡舍。正当大家寻找无果

时，在鸡舍深处一只黑色布鞋露在外面。通过

手势，几名民警心领神会，一起将鸡舍围住，

成功揪出躲在鸡舍屋里的嫌疑男子。

除了手枪 身上还有子弹

昨日下午2时许，嫌疑男子及其驾驶的摩

托车已被带往广汉市公安局。 下午3时许，一

辆排爆车将男子留在现场的背包运走。

据广汉市公安局昨晚9时许通报，5月31

日，广汉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民警通成功

抓获非法持枪男子黄某（26岁，广汉市高坪镇

人，劳教释放人员），现场缴获仿制手枪1支，

并从其携带的背包内检查出自制子弹10余发。

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深挖之中。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客车高速上倒车被拍个正着

记分罚款驾照还要降级

昨日早晨9时01分，一辆载有乘客

的大型客车在成雅高速和成乐高速分

道的匝道处，因错过了匝道口，铤而走

险在高速公路上倒车， 险些与后方来

车相撞。 而这辆大型客车的交通违法

行为， 被高速公路上的监控探头拍得

一清二楚。

视频显示， 昨日早晨9时01分，在

成雅高速和成乐高速分道的青龙立交

桥匝道，载有乘客的川U18458大客车

已经沿成雅高速往雅安方向行驶了几

十米远， 但它在应急车道旁的车道上

停了下来， 打着应急灯， 缓缓往后倒

车， 还差点与后方正向行驶的一辆黑

色SUV相撞， 可以明显看出SUV躲闪

的动作。 约30秒后， 大客车倒至匝道

口，调整方向，朝成乐高速眉山、乐山

方向驶去。

成雅高速交警一大队副中队长吴

整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该驾驶员在高

速公路倒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将受到

罚款200元、记12分、驾驶证被降级的

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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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下一瓶瓶柴油

1米多深沥青里扒出俩孩子

两个男孩因好奇被埋入沥青中，被消防采取柴油稀释的方式救出，目前已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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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傍晚6时40分许， 在西昌市四袁

公路附近一屠宰场附近，两名“熊孩子”在沥

青罐上玩耍时，出于好奇进入罐内，结果越陷

越深，难以自拔，仅头部露在沥青外，情况十

分危急。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后，用柴油清洗被

困小孩身体周围的沥青，经过4个小时的紧急

营救，两孩子才完全被救出。目前，经过治疗，

两名小孩身体均已无大碍。

埋入沥青 仅剩头部露在外面

昨日，据凉山州公安消防支队介绍，被困

的两名小男孩，一名6岁、一名8岁。当时，两名

男孩爬到几个罐子上玩耍， 由于好奇进入一

个没有盖子的罐子内，结果被困沥青之中。

由于近期西昌天气酷热， 罐内沥青是融

化的，两名小孩迅速陷进沥青内，越挣扎陷得

越深， 周围群众和其家人听到呼救后迅速赶

来，但两名小孩的身体已全部陷入沥青内了，

仅头部露在外面。

傍晚6时50分左右， 两名小伙利用木梯下

到罐内，站在梯子上进行营救，但由于沥青的

黏性强，怎么拉都拉不动，孩子反而越陷越深。

由于沥青本身的压力，会挤压人的内脏，

眼看两小孩慢慢下沉， 如果沥青覆盖到小孩

的嘴或者鼻子会产生致命的危险， 围观的群

众只好向消防部门求助。

情况少见 网上查询救援办法

大约晚上7时，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展开救

援。消防官兵发现，该沥青罐是一个长约8米、

直径3米的卧式罐， 小孩掉入的位置上方有一

个直径1米左右的出入口， 罐内还有近半罐沥

青，1米多深。由于罐内空间较小，只能一名消

防官兵系好保险绳下到罐内，发现两名小孩躺

在沥青内，靠在洞口的那名6岁男孩被陷较浅，

而靠近里面的另一名8岁男孩陷入较深。

“沥青已淹没了孩子的颈部，要想把孩子

弄出来，难度很大。”据凉山州公安消防支队救

援消防官兵介绍，当天西昌的气温30多摄氏度，

罐内的气温可能达到40余摄氏度， 罐内的沥青

用手摸起来是软绵绵的，基本处于半融状态。

“以前从没遇见过被困在沥青中的，这比

在泥潭中救人难度大多了。”消防官兵一时也

有些束手无策。此时，有老兵提到自己曾了解

过沥青可以用汽油或柴油稀释。 前方救援人

员立即让中队的官兵上网查询，果然，根据沥

青的属性，可以用柴油或汽油稀释。

“汽油易挥发、易燃烧，所以柴油稀释相对

安全。”官兵们立即找来柴油，现场进行试验，

果然沥青遇到柴油就变得很软。于是，消防官兵

立即制定救援方案：利用柴油稀释、清洗被困人

员身体周围的沥青，设法将两名小孩救出。

灌入柴油 徒手刨出两个孩子

“怕伤到孩子，其他工具都用不上，只能

用双来刨。” 据消防官兵程琳介绍，“沥青黏

性强，只要一刨，就会牢牢粘在手套、鞋子、衣

服上。”同时，踩在上面，稍有动作就会往下

陷，消防官兵只好找来木板垫在脚下。另外，

还将木板强行插入沥青内， 固定在小孩头部

周围，保证小孩呼吸正常。

顺着小孩颈部， 救援官兵用柴油一点一

点稀释、清洗孩子身体周围，用剪刀减开衣服

和沥青，让黏着沥青的衣服和身体脱离。遇到

陷得较深的部位， 消防官兵只能徒手将沥青

掏出一个洞，一瓶瓶柴油往里灌。

消防战士程琳说，“罐内空气稀薄并且温

度较高，两名被困小孩一直挣扎，我只能一直

和他们说话，安抚他们的情绪，并不时喂冰水

和葡萄糖，维持他们的体力。”

经过消防官兵多次连拖带拽， 当晚9时

许，6岁男孩被成功救出， 浑身黑黢黢的他被

送往医院。

与此同时，被困的另一名男孩已十分疲倦。

同时因为西昌昼夜温差大，随着温度降低，沥青

也开始凝固，若再不及时救出，孩子可能有生命

危险。官兵立即采用相同办法，柴油稀释、木板

隔离、剪割衣服……经过几番轮换，在当天深夜

11时许，消防官兵终于将这名小孩救出。

目前，经过治疗，两名小孩身体均已无大

碍。

曹利宪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攀西新闻热线：

18581812266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但对于1岁多

的童童（化名）来说，再也赶不上这个节日

了。就在昨日，在青羊区太升北路某小区中，

童童从23楼坠落于4楼住户外的平台上，不

幸身亡。

清晨噩耗：1岁幼童坠亡4楼平台

悲剧发生在昨日早上，大约8点多。小区

物管工作人员吴先生回忆， 当时， 有住户反

映，有个小孩从20多楼坠落到4楼。吴先生第

一时间赶到了4楼平台， 确认了童童坠楼后，

又通过询问赶到童童出事的地点———23楼一

户住户家中。吴先生说，他看到童童时，童童

已经没了生命迹象，在23楼，他在厨房后面的

小阳台上看到一个没有玻璃的小缺口。

昨日上午9点左右，成都商报记者赶到事

发小区时，民警正在小区内调查。童童的遗体

躺在4楼住户外的平台上，遗体上盖了一块蓝

色遮挡物，旁边有一摊血迹。经医护人员现场

检查，童童已经不幸离世。

随后，记者在23楼看到了住户于先生，他

在门口来回踱步，一脸焦虑和悲伤，不时猛抽

几口烟。于先生说，童童是亲戚家的孩子，前

一段时间到自己家里玩。如今孩子出了事，他

不知道怎么向孩子的父母交待。

在于先生家门外， 记者听到另一名女士

失声痛哭， 记者试图采访， 但被这位女士婉

拒。记者随后敲开4楼住户房门，这位受了惊

吓的女房主，同样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排除他杀：疑从阳台缺口处坠楼

“娃儿才1岁多，长得多乖，最近经常看

到家长带着这个娃娃到楼下耍。” 事发小区

楼下，住户张女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同时，

这位张姓住户也证实， 童童是23楼住户亲戚

家的小孩，最近一段时间才住在小区。

吴先生的说法也跟张女士一致， 他也是

最近才经常看到23楼的女住户抱着孩子到小

区玩耍，孩子1岁多，已经会和人说“拜拜”等

简单的招呼，遇到熟悉的人还会给一个飞吻。

尤其让吴先生难过的是， 就在出事当天

早上7点多，23楼的住户还曾抱着孩子去小区

外面玩， 路过小区大门时， 吴先生逗了逗童

童，童童还给他做了一个飞吻。让他万万没想

到的是，不到一个小时，童童就出事了……

对于孩子坠楼的原因， 吴先生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23楼住户厨房后面的阳台上有一

处小空缺，空缺处没有安装玻璃。从孩子落在

4楼的位置和23楼有空缺处的位置来看，吴先

生推测，孩子有可能是从空缺位置钻出去，然

后不小心坠楼的。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也从警方了解到，根

据对童童坠楼的初步调查， 暂时排除他杀。

成都商报记者 周恒 蒋超

摄影记者 陶轲 实习生 扎西娜姆

●

李可一

5

岁 （广东）

记 者 ：

如果一个不认识的叔

叔来接你， 而且他给你带了你特

别喜欢的花裙子和白凉鞋， 你会

跟他走吗？

李可一

：不会，因为我不认识他，

他可能是陌生人。 如果当时幼儿园正

好有警察叔叔，我就去找警察叔叔。

●

孙晨

5

岁 （北京）

记者

： 不认识的人把东西拿给你

们吃，你们会吃吗？

孙晨

：不会 ，因为万一有毒怎

么办。

记者

： 你会接受别人给你的东

西吗？

孙晨

： 只有我们班同学给的东西

才会吃。不是我们班同学，谁给的都不

能吃，我们从来都是这个规矩。

孙晨

：不会你就是坏蛋吧？

记者

：你怎么知道我是坏蛋呢？

孙晨

：看你这样子就想骗小孩吧。

记者

：我要给你东西吃 ，你会

吃吗？

孙晨

：不吃。

●

彭景楠

5

岁 赵佳音

4

岁 （北京）

记者

： 你看这个摄像叔叔是好人

还是坏人？

彭景楠

：好人。

记者

：为什么？

彭景楠

：因为他是幼儿园的客人。

赵佳音

： 因为你身上有中央电视

台的标志，您看您兜那块，CCTV。

●

高颢粼

5

岁 （辽宁）

高颢粼

：这样（小声说）查煤气，

谁都听不着，他肯定是小偷。要是一进

门就大声说查煤气，那是真的。

好人不骗人，为啥呢，比方说给我

买雪糕，过一会儿真给我买了，那就是

好人。

（陌生人）他干啥，给我干好事

儿，我也不理他，我不认识他，干嘛理

他呀。万一他要是坏人呢。我姥姥就说

过这句话，认识的人可以说，不认识的

人别吱声。

（据央视

)

节

关注安全>

儿童

原因追问

事发地有好几个沥青罐，

有的罐子没有盖子， 当天两名

男孩爬到几个罐子上玩耍，由

于好奇进入一个没有盖子的罐

子内，结果被困沥青之中。

安全教训

儿童意外最多发于好奇、

活动能力强但自我保护能力不

足的年龄段， 以3-12岁的孩子

最为常见。在户外安全方面，建

筑工地、水池边、马路边等都是

危险地带，要避免孩子们玩耍。

需要提醒家长的是， 除加强对

孩子的安全教育外， 还要加强

对孩子的监护。

儿童节前一天

1岁幼童23楼坠下

昨日事发太升北路某小区，孩子不幸身亡，疑从阳台缺口处坠落

男子被查拔腿就跑 半路扔出一把枪

广汉警方昨成功抓获非法持枪男子，查获仿制手枪1把、子弹10余发

好险

原因追问

小区物管工作人员吴先生

称，23楼住户厨房后面的阳台

上有一处小空缺， 空缺处没有

安装玻璃。从孩子落在4楼的位

置和23楼有空缺处的位置来

看，吴先生推测，孩子有可能是

从空缺位置钻出去， 然后不小

心坠楼的。

安全教训

儿童意外伤害中坠楼事故

常常发生， 大多因家中未安装

防护栏而从窗户或阳台坠下。

家长一定要为孩子的做足

安全防护措施， 在儿童活动较

多的地方，最好安装防护栏。

阳台、 窗台等处不要堆放

杂物或摆放椅子， 以免儿童攀

爬，发生意外。

刚学会爬、走的小孩，最好

不要离开家长视线范围。

悲情

受到盘查后，男子将背包

扔向民警，丢下摩托车拔

腿就跑，民警紧追不舍。

跑

扔

男子边跑边从裤包里拔

出一个金属样的东西丢

在路边，原来这是一把仿

制手枪。

男子拐进一条巷子，很快

不见踪影，民警发现一只

布鞋露在鸡舍外，成功将

其抓获。

藏

高发期

六一来临，暑期降至，儿童意外伤的高发期也随之而来，因攀

爬、硬物碰撞、意外跌落等导致的意外开始增加。由于暑期很多家

长忙于工作，无暇看管小孩，同时也高估了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

任由孩子们自由玩耍，孩子们嬉戏追闹很容易发生意外。

家长的安全观

孩子安全的10大“杀手”

家长需注意

孩子的安全观

怎样区分好人与坏人

听孩子咋说

消防官兵正在救援其中一个被困沥青的小孩

孩子小小的遗体被抬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