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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状告二滩水电站：泄洪太吵人

一审判决认为应赔偿村民52万元，二审判决则认定不用赔了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摄影报道

专/家/说/法

杨如昌曾经的家在攀枝花市盐边县

红果彝族乡二滩水电站附近的一栋三层

楼房里。如今，杨如昌已经将房子卖给了

当地的另一户居民黄奎祥。 黄奎祥说，他

2012年就买下了这栋三层的房子，房子总

价60万元。搬来不久后，他就发现大坝泄

洪时， 落地窗都在振动，“要是两个孔同

时放水，落地窗会来回摆动，有时玻璃会

被振碎，就像地震一样。”

除了墙壁裂缝、玻璃破碎外，连卷帘门

也是扑啦啦地响动。黄奎祥说，他搬过来后

已经换了3个卷帘门了。成都商报记者坐在

卷帘门前，能感觉到门一直在振动。

杨如昌的姐姐杨如英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杨如昌因为交通事故右手截肢，属于二

级伤残人。1994年，弟弟向盐边县国土局申

请一块地修建住房商店，做生意。盐边县国

土局分管土地规划、 利用的副局长叶道贵

说， 二滩公司征地拆迁占用了他们家的土

地， 同时考虑到杨如昌是残疾人， 自立自

强，县国土局准备审批这块地。在征得二滩

公司的同意后， 国土局最终同意杨如昌使

用红线内130平方米的土地。

杨如昌拿到这块地后修了一栋三层

楼的砖混结构房屋，用于出租和居住。而

在此之前的1991年，二滩水电站已经动工

修建，1998年建成发电。“每年一到雨季

电站泄洪时，由于水的冲击所产生的振动

和噪音非常大， 使人无法正常生活。”杨

如昌因此昼夜都无法休息。在搜集了相关

证据后，杨如昌于2008年将二滩公司告上

了盐边县法院，并索赔180万元。二滩公司

则认为泄洪是合法行为。

距离阵阵白雾的二滩

水电站泄洪口约500米处，

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每

到雨季水电站泄洪， 房子

的门窗总是不停地抖动

着，发出扑啦啦的响声，房

屋的主人黄奎祥总要饱受

电站泄洪所产生的噪声和

振动的影响。

而房子此前的主人杨

如昌， 更是受不了多年的

噪声和振动影响， 少见地

选择和建设二滩水电站的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二滩公司）

打了一场持久的官司，索

赔180万元。

然而， 一二审法院对

于二滩水电站是否构成侵

权的认定却相差很大。

如今， 杨如昌虽然搬

走了， 但买他房屋的黄奎

祥和有的邻居还得在这样

的环境中生活下去……杨

如昌曾经的邻居陈太芳

说，“我们也等着看看他

的判决结果， 再打算是否

起诉。” 在得知杨如昌一

审胜诉、 二审败诉的消息

后，陈太芳沉默了。

■泄洪造成噪声污染，该赔

西南财经大学一位法学专家指出，

并不是说二滩公司泄洪是法定的义务，

就可以免除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这是免

除不了的，“哪怕是警察行政执法， 你侵

害了管理相对人的权益， 一样要承担责

任。”泄洪有噪声的话，同样要承担责任。

对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来讲，应

该平等保护， 并不是说国家利益优于个

人利益。 此案中并非牵扯到国家利益和

个人利益之间的权衡， 而是一旦泄洪就

造成了噪声污染，就应该赔偿。

■为防止灾害泄洪，应免责

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后沈冬军、 四川

毫达律师事务所钟彬律师则认为， 杨如

昌和二滩公司之间的环境侵权纠纷是否

应当由二滩公司承担责任需要符合法律

规定的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并且无

法定免责事由。

根据本案的情况，首先，二滩水电站

的蓄水、 泄洪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所以，泄洪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其次，二滩

水电站修建在前，杨如昌建房在后，那么，

杨如昌应当预见水电站可能对其造成一

定的影响，所以，杨如昌应当预见而继续

在不适当的地方修建房屋本身具有过错；

最后，泄洪行为属于防止不可抗拒的自然

灾害，二滩公司也应当免于承担责任。

成都商报讯（记者 谢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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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日前通报两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案件。 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乡永富社

区党支部书记阿文卫违规为其子举办婚

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阿坝州马尔康县

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职工恩波洛

丹上班时间在茶楼喝茶， 受到行政记过

处分。

又讯

凉山州德昌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王洪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接受组织调查。

5名驴友在网上相约集体前往黑竹

沟景区探险，在景区迷路。其中，2名驴友

与队友走散后，成功脱险，而另3名驴友

至今下落不明，已经失联19天。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获悉， 当地已成立搜救指挥

部，一支80人的搜救队伍集结完毕，今天

一早，携带卫星电话的搜救队将分成3个

小组进沟，开展第二轮大搜救，预计将花

费3天时间。

8月22日， 驴友小李和老吴脱险，但

当时两人并未报警。直到8月26日，小李

回到合肥老家后， 想到阿武等人携带的

干粮该吃完了， 小李便在网上找到黑竹

沟派出所电话报警求助。而此前，峨边副

县长、县公安局长熊师表示，当地警方是

9月3日接到报警的，随即就派出4支搜救

队进山搜寻。“到底是8月26日报警，还

是9月3日报警的？”有网友质疑，如果小

李所说属实，那救援也太不及时了。

昨日， 小李向成都商报记者提供的

手机通话截图显示，8月26日和8月31日，

小李和0833-52810××有三次通话记

录。 经证实，该号码确为黑竹沟派出所

值班电话。昨日，一位值班民警表示，8月

26日和8月31日确实接到过安徽小李的

电话，但他当时不是报警求助，只说有几

个驴友打电话联系不上，希望联系一下。

值班民警介绍， 在黑竹沟景区电话

不畅的情况经常有，接到反映后，肯定要

先联系当事人及家属进行核实， 因为驴

友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打电话的人也不

清楚失踪者的具体情况。9月3日，民警与

家属取得联系后，家属才正式报警。

峨边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夏松清介

绍，根据分析，也不排除3名驴友翻过了

几座山头， 进入了相邻的凉山州及雅安

市境内，因此将会向相邻地区发送通报，

关注他们的下落。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9月2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盐边县

法院找到了当年审理此案的法官杨焕云。

杨焕云说，诉讼中，他到当地进行了

调查， 并向三滩村村委会主任黄德文进

行了调查，并做了调查笔录。黄德文在电

话中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二滩水电站放

水时振动有点大，“平时没问题，但每年

的6月到10月雨季放水时影响大，都睡不

着觉。”黄德文说，通过检测，二滩水电

站对杨如昌确实有一定影响。

杨焕云说，根据举证责任，法院书面

通知二滩公司提供这方面的数据，但其没

有提供。二滩公司曾申请鉴定，也最终撤

回了申请。杨焕云认为，此案是特殊侵权

行为，侵权责任法对此有明确规定。

盐边法院认为， 二滩水电站虽然经

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建成并投入使用，但

该电站发电单孔、 双孔泄洪时的振动和

噪声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二滩公

司依法应该提供相应的依据证明。“二滩

公司没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该证据。”杨焕

云说，对此应视为二滩公司举证不能，依

法推定其存在过错，对杨如昌构成侵权，

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终， 盐边县法院确定二滩公司一

次性赔偿杨如昌各项损失52万元。“52万

的确定， 主要根据杨如昌的主张以及法

院调查掌握的情况最终作出的。”

一审 侵权成立 应赔偿52万

一审判决后，二滩公司不服，向攀枝

花中院提出上诉。

攀枝花中院审理认为， 环境污染致

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是指违反国家保护

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

人损害者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二

滩电站的设计、建设、生产、经营均符合

国家相关规定，蓄水、防洪是其必须履行

的法定义务之一。因此，二滩公司根据防

洪法的规定以及防汛指挥机构的指令泄

洪，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而泄洪产生的

振动、噪声是其不可避免的自然因素。

同时，法院认为，杨如昌提交的证据

不足以证明他的主张，且二滩水电站泄洪

是其法定义务，其泄洪时可能对杨如昌的

房屋使用和日常生活有一定影响，但这种

影响是不可避免且受法律准许的。

因此， 攀枝花中院日前二审对此案

进行了改判， 判决撤销盐边县法院作出

的一审判决，驳回杨如昌的诉讼请求。此

案的二审法官未接受记者采访， 仅提供

了二审判决书。

二审 泄洪是法定义务 驳回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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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八项规定”案件

80人队伍集结

今日开展第二轮搜救

3名驴友迷途黑竹沟 追踪

因房屋和二滩水电站泄洪口只

有约500米的距离， 每到雨季便会

受到泄洪产生的噪音和振动的影

响，村民决定将其告上法庭

茛焦点

受泄洪影响的房屋 房屋内受损的墙壁

二滩水电站泄洪

秋季的到来，让气温渐凉。回望整个

夏季，除了闷热，还有一股关注社会公益

的正能量热情袭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

老吉坚持13年的公益行动“关爱烈日下最

可爱的人”。

13年的坚持

王老吉做可持续发展的公益

据了解， 在长达十三年的公益行动

中，王老吉累计已为数以百万的高温工作

者送上清凉关爱。

2014年，王老吉“关爱烈日下最可爱

的人”公益行动规模更是空前，从6月中旬

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王老吉志愿者的

关爱步伐已遍布广东、广西、云南等多个

省份上百个城市， 他们深入 “烈日第一

线”，找到烈日下的高温工作者，为他们送

上清凉解暑的王老吉凉茶，掀起一股关爱

旋风。

据悉，在王老吉的公益道路上，这样

长期进行的公益活动屡见不鲜。以“输血

+造血”的形式对雅安的长效援建；已经

持续开展两年，致力形成立体化、长期化、

社会化的公益效果的“绿盒行动”。“民族

品牌根植民族，社会企业回馈社会。新时

期，要做新公益，要做创造社会正能量的

公益，做‘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王老吉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就是王老吉的“正宗

公益观”。

发动社会爱心力量

王老吉“关爱烈日下最可爱的人”

正所谓“团结就是力量”，今年王老

吉创新了公益形式，多次牵手各地的政府

部门、公益组织、社会机构等为更多高温

工作者送去清凉关爱。

同时，王老吉还在其官方微博@盒装

王老吉发起一系列关爱活动，呼吁广大网

友用自己的行动为这些“烈日下最可爱的

人”送去支持与关爱。该活动受到了众多

微博大号及数万名网友的支持与参与。

另外，此次王老吉公益行动还扩大了

关爱范围， 为在高温下工作的环卫工人、

建筑工人等外来务工子女也送去了关爱。

如在杭州发起的关注环卫工人、建筑农民

工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暑期安全问题的

关爱行动；在广州安排环卫工人及其子女

进行惠民一日游，为平时很少时间陪伴孩

子的环卫工人提供亲子互动时间。 据介

绍，目前该关爱行动正在全国其他城市持

续展开中，未来将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送

去关爱。

（黄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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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热播，无论是

抱着宝贝们跑步比赛， 还是挑水上山，或

是抓羊， 每集都是要累趴爸爸们的节奏。

这让许多懒于运动的爸爸们看了之后偷

偷汗颜， 其实要锻炼不一定非得去健身

房，也可以在家另辟蹊径。

■

阳台

采光好、 空间大的阳台可以

打太极、跳绳；空间小的阳台也可以跳操、

做瑜伽。跳绳改善双脚弹跳能力，持续跳

绳10分钟，相当于慢跑30分钟或跳健身舞

20分钟，还能改善双脚的弹跳能力和移动

能力，强化脚关节，锻炼肩关节和腕关节，

有利于强化心血管和呼吸系统。

■

书房

在书房久坐时， 可以用拉力

器锻炼上身肌肉和部分腰腹肌；也可选择

带计数器的握力器。

■

客厅

客厅够大的话， 可以放一台

跑步机；此外，在沙发或者茶几上可以放

一些小器械， 看电视的同时完成一些锻

炼。比如哑铃，举哑铃能够增强肌肉的弹

性和耐力，特别适合长期坐办公室的白领

人群和渴望减脂、塑身的朋友。

■

卧室

俯卧撑能锻炼胸大肌、 双臂

的肱二头肌，是男性锻炼上身肌肉的好选

择。 但是在地板上做俯卧撑手掌容易麻

木，影响持续时间。在卧室里配备一种俯

卧撑小支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增加做

俯卧撑的手掌舒适感。

■

所有房间

如果你觉得上面这些都

不好，那就走路吧，走遍家中每个房间。走

路已经被认为是最简单和有效的锻炼方

式。你可以放一个计步器在身上，边在客

厅行走边计算走路数量，弥补外出运动的

不足。

（黄文娟 整理）

麻辣火锅+进补不当 诱发痔疮

“秋冬进补，来年打虎”，按照传统养生方

法， 入秋后，50多岁的覃大叔跟多数人一样开

始忙着“补”起来。但几天前，覃大叔开始出现

腹泻，随后发展到便血、肛门坠痛等症状，于是

来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痔疮；无独有偶，患

有综合痔的小武，多年来靠吃一些中成药以及

清淡饮食以维持痔疮的“平稳状态”，最近连

吃了几顿串串和火锅， 如厕后就开始出血，这

让他心烦意乱。

成都新世纪肛肠医院资深肛肠科专家介

绍，秋季气候干燥，人体内水分极易蒸发，加上

人们在秋季大鱼大肉、 大燥大热的过度进补，

容易导致消化系统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便秘或

腹泻，进而诱发或加重痔疮。专家提醒，秋冬季

节麻辣火锅盛行，但也会给人体肛肠带来健康

隐患。

久坐一族最易“中招”

俗话说“十人九痔”，说明患有痔疮的人

非常多，秋季的到来，更要及时防治痔疮，特别

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办公室白领。成都新世纪肛

肠医院专家介绍， 多数痔疮患者是 “坐”和

“吃”出来的，人坐着的时候，肛门的血管容易

扩张，肛门血管丰富、血管壁薄、弹性好。如果

久坐，肛门血管很容易扩张，使静脉血管曲张，

形成痔疮 （常见人群有司机、 办公族、 孕妇

等）；此外，暴饮暴食、酗酒、嗜食辛辣刺激食物

等不良饮食方式，也是引发痔疮的主要原因。

据悉， 由于对痔疮治疗及危害缺乏了解，

很多患者因耽误治疗而导致痔疮反复发作，拖

延不愈，给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和伤害。有些

患者前一段时间由于天气炎热， 不愿进行治

疗，而现在已进入秋季，正是彻底治疗肛肠疾

病的好时机。

乱用药对身体危害大

痔疮虽不是大病， 但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据专家介绍，现实中不少患者未经确诊，就自

行乱用药治疗，或拖延不治，这些做法很可怕。

因为痔疮久治不愈，不仅会引发肛裂、肛瘘等

多种疾病，甚至可诱发恶变。

危害一：易引发多种肛肠疾病。如果痔疮

合并肛裂、肛瘘等其他肛肠疾病，数病状共存，

这会给治疗带来很大难度，恢复时间加长。

危害二：长期便血易致贫血。便血是痔疮

的主要症状。由于Ⅰ、Ⅱ期内痔症状较轻，便血

极易被患者忽视。久而久之，随着失血量的增

加，患者出现面色苍白、乏力、头昏眼花、耳鸣

或昏厥、腹胀下腹浮肿等严重的贫血症状。

危害三：易引发妇科炎症。由于肛门和阴

道接近，痔疮出血或发炎往往会导致病菌大量

繁殖，引发各种阴道炎、尿道炎、附件炎等妇科

炎症。

危害四：导致肛周长期湿疹。由于痔块脱出

及括约肌松弛，黏液流出肛外刺激皮肤，而导致

皮肤瘙痒和肛门湿疹。严重时可蔓延至臀部、会

阴及阴蒂，局部可出现红疹、糜烂等症状。

“无刀除痔术”轻松治痔疮

据了解， 目前在治疗痔疮上主要采用

COOK、PPH等无痛微创术， 其中COOK痔疮

枪是目前国际上最高效的套扎技术，采用天然

橡胶套扎环，以0.1MPa的压力不间断吸引病灶

处，在极短时间达到吸引部位组织分离、坏死、

干结，继而脱落，当痔疮脱落的瞬间压力吸引

自动停止。 特点是整个手术过程不用开刀、定

向性好、治疗时间短、出血少、安全可靠、无后

遗症和并发症。大量国内外临床论文和数据表

明，套扎能有效解决内痔困扰，风险小，并发症

低。 目前在欧美国家使用的套扎治疗技术有

90%是源于COOK痔疮枪套扎技术，国内也正

在迅速普及当中。

成都新世纪肛肠医院推出的 “无刀除痔

术”可为患者轻松解除痔疮痛苦———“无刀除

痔术”可针对患者不同病情，对症治疗，手术

具有治疗时间短、创伤小、疼痛轻、恢复快等突

出优点。 对一些传统疗法棘手的中重度痔疮、

肛裂、脱肛、肠息肉等肛肠疾病具有显著疗效。

（吴筱颖）

干燥之秋

痔疮“警报”来袭 千万别轻视

1.多喝水、多吃水果，

补充水分；

2.多吃粗粮、豆类、蔬

菜等粗纤维食品，增强肠蠕

动，防便秘；

3.不要强忍便意，排便

时不要看报或过度用力；

4.少烟酒、少吃辛辣

烧烤食物， 保持肛门周围

清洁；

5. 做肛门直肠例行检

查，发现便血、肛周疼痛等

症状要及时就医。

核心

提示

王老吉13年持续关爱高温工作者

“变”出家中的健身房

秋季畅快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