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孩子“打回来”家长被拘留
教育专家表示：培养男子汉气概，应让孩子懂得自立宽容

《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四十三条：殴
打他人的，或者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
的，处5日以上10日
以下拘留，并处200
元以上500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轻的，
处5日以下拘留或
者500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处10日以
上15日以下拘留，
并 处 500 元 以 上
1000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殴
打、伤害他人的；

（二）殴打、伤
害残疾人、孕妇、不
满14周岁的人或者
60周岁以上的人的。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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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者拨打成都商报热线，反映身
边的公厕无法使用。昨日，记者对绿轴市政
公园、牛沙路19号莲花6组小区内公厕无法
使用的问题进行了走访调查，并反馈给相
关部门，相关部门表示将及时处理。

公园修好了 为何公厕迟迟不能用

张大爷每天早上都去锦江大道上的
绿轴市政公园散步。“空气好，公园面积
大，在里面散步很安逸。”张大爷表示，公
园给周围的住户带来了方便，但也有一
些“不方便”。张大爷感到纳闷，公园修好
了，为什么公厕迟迟没有投入使用。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成都市绿轴市
政公园，已有不少老人在散步、运动。陈
婆婆指着一棵桂花树说，公园什么都
好，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随着陈婆婆
的指引，记者找到了3号地块的两个公
共厕所，厕所大门紧闭，门上的塑料膜
都还没有全部拆掉。

“要走很远到2区才有公厕。”抱着孙
子的刘婆婆说，2区的厕所现在也没法使
用，听说是水管爆了，还在维修。记者来
到绿轴市政公园2号地块的公厕，大门紧

闭，上面贴着一张温馨提示。“公园水管
爆了，还在进行维修，所以暂停使用。”公
园一位保安告诉记者。

对于公园的厕所问题，绿轴公园服
务中心责任主管闫先生说道，目前他们
代管公园，公园的1号和2号地块早就修
好了，并投入使用。4号、5号地块以及3号
地块的一部分刚修好不久。“这些区域还
有一些问题要进行整改，暂时没有接到
移交的通知，所以公厕暂时没有开放。”
闫先生表示，2号地块的公厕一直对市民
开放，现在因为主水管爆了进行抢修，他
们会尽快把水管修好。

“现在公园4号、5号地块以及3号地
块的一部分区域处在一年的养护期内，
还没有移交出去，所以公厕暂时没有开
放。”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王先生说，“预计12月，我们会把公园
厕所移交给锦江区城管局管理，其他方
面还是由我们督促施工单位继续养护。”

锦江区城管局规划建设科科长张女
士表示，24日已经和建造方进行衔接，要
求他们对现有的厕所进行维修，准备移
交的相关资料。“预计12月份，对接手续

完成后，他们会把公园里面所有厕所先
移交给我们，就可以对市民开放了。”

小区公厕堵塞 居民上厕所不方便

牛沙路19号莲花6组小区的80户居
民最近有一个共同烦恼——上厕所难！
据小区居民介绍，该小区80户人家均没
有独立卫生间，整个小区只有一个公共
厕所。然而，11月18日厕所发生堵塞后，
小区居民只能每天步行百余米前往小
区外二环路上的公厕。

程先生一家住在莲花6组小区6栋
一楼紧挨着公厕，连日来，他家的门窗
始终紧闭，“我们小区没有独立卫生间，
上厕所只能去公厕，上周三，我发现公
厕堵塞，没几天，刺鼻的臭味就弥漫到
家中。”6栋一楼居民黄女士称，她白天
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家里始终弥
漫着一股“厕所味”。

双桂路街道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维护人员已前往调查处理，目前，正在
寻找堵塞的管道，然后进行疏通，争取
尽快解决问题，保证居民正常使用。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任毅 康耕豪

成都市民前往三岔湖钓鱼、游玩，双
简路（成简旅游快速通道的其中一段）是
最常选择的一条路。可是，根据交管部门
的数据，去年双简路发生各类交通事故
156起，行人横穿马路、机动车随意调头
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到，该道路已安装实体底座护栏！

去年双简路上
发生交通事故156起

“这是全市范围首批安装实体底座
护栏的道路！”天府新区公安分局民警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今年4月，他们向相关
部门提出建议，8月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
的双简路、太合路、深圳路及东山大道的
部分路段开始安装实体底座护栏。目前，
安装工作已进入尾声，总计37公里的道
路有望在本月底全部安装完成。

那么，为什么要安装实体底座护栏
呢？根据天府新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的
统计数据，去年，在双简路上共发生各类
交通事故156起，行人横穿马路、机动车
随意调头是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行
人横穿马路还曾引发致人死亡的交通事
故，而这些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多发生
于晚上。

“到三岔湖耍的成都市民，大多选择
开车走双简路一线！”民警说，双简路
60%的道路今后将承载全省大件运输任
务，与同样承担这一任务的太合路、深圳

路及东山大道的部分路段，已由双向4车
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共计37公里左右。

“道路扩宽之后，横穿马路、随意调头没
有丝毫改观！”民警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天府新区公安分局民警遂提出安装实体
底座护栏的建议，相关部门很快就予以
了落实。

每条实体底座护栏长6米
凭人力无法搬动

那么，这次安装的实体底座护栏到
底有什么“本事”呢？“美观、耐用、牢
固！”民警称，目前普遍使用的成都市第
二代护栏拆装方便，人为搬移比较容
易，实体底座护栏则没有上述弊端，“根
据经验，普通护栏很有可能被横穿马路
的人搬移！”

与普通护栏不同，实体底座护栏的
底座是0.5米高的水泥墩，护栏立于水泥
墩之上。每一条实体底座护栏长6米，两
两紧密相连，凭人力根本无法搬动。民
警说，实体底座护栏防冲撞能力更好，

能有效降低来自车辆的冲击力。此外，
底座及护栏上部还加装了反光标，给
夜间行车的驾驶员提供良好的反光诱
导。

“之前，去三岔湖耍的市民，夜间行
车多次在双简路发生交通事故！”民警
称，自今年8月实体底座护栏开始安装
至今，安装了实体底座护栏的道路未发
生一起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普通交通
事故的数量也明显下降。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双向8
车道的双简路上看到，道路视线良好，
机动车行驶畅通。道路两侧，有农田和
住房，据了解，横亘在农田和住房之间
的双简路，成为人们往返于农田与家
的必经之路。

记者观察了大约10分钟，没有发现
一个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过街。双简
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红绿灯路
口，或是闪着黄灯的人行横道线，等待
过街的人们在这里聚集。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摄影记者
王天志

尾号8变9 奥迪司机被拘留

“今天早上孩子起晚了，上学要
迟到了，我只好开车送他去学校。但
是今天车又限号，万一遭个电子眼
要遭3分嘛。我就把号牌改一下，就
不会遭电子眼闪了。”日前，唐某驾
驶奥迪轿车送孩子去上学，不料汽
车在行驶至府青路二段与华油路交
叉路口时，被交警五分局民警挡了
下来。面对交警的询问，唐某如此回
答。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唐某因
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将面临扣12
分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并收
缴其所使用的变造号牌的处罚。

据了解，该车号牌的最后一位
数字9是粘上去的，驾驶员出示的行
驶证显示，车牌号是“川AQ77Z8”。
据唐某称，这块磁铁做的数字“9”，
是一个在红牌楼二手车交易市场工
作的朋友给他的。

季琳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法官揭秘：
卡在身上钱咋没的

银行卡在身上，但卡却被疯狂
盗刷。对于这样的新闻，市民已不陌
生。那么，在这当中犯罪分子究竟采
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日前，青白江
法院审理了一起信用卡诈骗，窃取、
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和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案，7名被告人分别获刑一年
七个月至七年八个月不等。

从2013年3月到2014年7月，7人
作案时间总共持续了一年多。期间，
七人共计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70余
条，向他人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900
余条，疯狂盗刷储蓄卡和信用卡100
余次，受害人达到数十人，涉案金额
十万余元。

法官介绍，犯罪分子平时主要
通过QQ群等即时通讯工具进行交
流。包括被害人的身份信息，银行卡
信息等均来自网上。比如，向某在网
络搜集到被害人的身份、银行卡等
信息后，只花了100元，就从另一同
伙周某处查询到该被害人完整的身
份信息。

法官介绍，被告在被害人的银
行卡上重新绑定一个由他们掌握的
手机号。特别是一些银行修改绑定
手机号无需经过柜台操作，这给犯
罪分子留下了操作空间。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通过网上
篡号软件，犯罪分子将自己手机号
码修改为原先绑定的银行卡号码。
然后冒充对方身份，以已经掌握的
对方身份信息和银行卡账号信息，
将自己的手机号成功绑定在被害者
银行卡上。考虑到修改银行卡绑定
手机号受害人可能会接收到信息，
犯罪分子大多将作案时间选择在深
夜。另外，有时也会通过向受害人手
机号码连续不断发送垃圾短信方
式，干扰受害人视听，以便趁机偷梁
换柱。

成功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绑定受
害人银行卡后，通过快捷支付方式，
犯罪分子就可实现对被害人银行卡
上的款项进行盗刷。
何宇 雷恩仲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游乐场里，二虎（化名）和冬冬（化名）
打了起来。一开始，凭借着身体优势，二虎
占了上风，不甘示弱的冬冬使出了“狠
招”，一口咬住了二虎的胳膊！哇呀一声大
叫，二虎跑出了游乐场。没过多久，二虎的
妈妈领着二虎找到冬冬要“还回来”，两个
孩子又扭打在一起，不一会儿，二虎的爸
爸也加入了“战斗”试图直接出手……

游乐场里，因为两个五六岁的孩子，
乱成了一锅粥，幸亏工作人员和其他孩子
家长帮忙拉架，才让双方退回到游乐场的
角落。这之后，游乐场所在的高新区新益
州派出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昨晚，成都
商报记者从新益州派出所了解到，二虎的
妈妈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出手打人，已经被
警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相关规定，处以14天的拘留。

两孩子纠纷 冬冬咬了二虎

11月21日下午，成都市高新区环球中
心的游乐场内迎来了一周的“旺季”，孩子
们在游乐场的“淘气堡”里自由玩耍。据冬
冬的妈妈介绍，当天是冬冬的外婆带他去

“淘气堡”玩耍，冬冬和伙伴儿钻进了一个
“帐篷”，二虎和一名孩子跑过来赶他们出
去，“因为这是他们的‘根据地’。”

冬冬的外婆王女士回忆说，另一个孩

子说冬冬抢了玩具，双方最终爆发了“战
争”，两个孩子扭打成了一团。据现场目击
者介绍，二虎稍胖，更加壮实，一开始也没
有吃亏，后来冬冬咬了二虎一口。冬冬的妈
妈也承认，确实手臂上是青了一块。

昨日，记者从游乐场工作人员处了解
到，被咬的二虎不依不饶，把这件事情告
诉了妈妈。二虎的妈妈一听，马上领着孩
子返回“淘气堡”，让他打回来。

妈妈带着二虎“打回来”

昨日下午，记者通过现场监控看到，
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名穿着白色衣服的
孩子（二虎）在一名带着发箍、穿着蓝色卫
衣的女士带领下，返回了“淘气堡”，工作
人员称，这名女士就是二虎的妈妈。

二虎一马当先，冲上“淘气堡”内的木
桥，冬冬外婆王女士赶紧拦住他。二虎的
妈妈见状，冲上去拉开王女士，一手指着
冬冬，嘴里念念有词，二虎突破了包围，和
冬冬来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从画面
上看到，二虎揪住冬冬后脑勺的头发，准
备压住他的脖子，冬冬则连手快打，进行
快速防守反击。二虎的妈妈还趁势侧踢，
被工作人员一把拉开。

随后，她拉着儿子离开，二虎不肯，仰
天长啸，两名工作人员紧紧抓住他的双

手。下了楼梯，二虎还拿出皮球朝冬冬扔
去，直到离开，还给面前的玩具来了一脚，
在现场声嘶力竭吼着。

二虎的爸爸赶来“助战”

就在大家准备松口气时，二虎的爸爸又
急匆匆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他冲破工作人
员的阻拦，一跃而起，跳上了木桥，扯开王女
士，一把拉过冬冬。二虎的妈妈在桥下展开

“助攻”，拳脚相加，二虎也在一旁试图还手。
王女士说，这轮攻击后，孙子的脸上

和脖子上多了两条血痕。昨日，记者见到
了冬冬，两道血痕差不多有八九厘米长。

“当时我吓得不行。”王女士说，自己今年
60岁，当时被吓懵了。“那个娃娃还指责
我，老太婆，神经病啊！”

王女士说，还好二虎的爸爸出手时，
附近的家长也围了过来，拉开了双方。现
场目击者也愤愤不平，“自己的孩子才5岁，
大家都有孩子，你怎么能喊孩子打回来
呢。”冬冬的妈妈则表示，自己一开始很内
疚，当时没在现场保护好孩子。“但小孩之
间发生矛盾很正常，家长应该懂得如何处
理，怎么能直接介入？还全家一起动手，我
不知道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她也表
示，如果对方一开始就道歉，这件事也就
算了，不会闹到最后需要报警处理。

周边环境脏乱、窨井盖等公共设施缺
损、占道经营、噪声扰民……所有您身边
的涉及民生和公共利益的问题，您都可以
向我们反映。成都商报推出“民声直通车”
专栏，倾听市民呼声，回应市民期待，联系
相关部门，促进问题解决。您可以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86612222，您也可以扫描二
维码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进入“投诉”栏
目，点击“投诉求助戳这里”上传你的投
诉。我们将赶赴现场，调查了解相关情况
后联系相关部门，促进问题解决。

上厕所不方便 居民们急啊！

双简路去年发生交通事故156起
安装实体底座护栏后交通事故的数量明显下降

“这件事情上，家长应该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教育专家纪大海认为，娃娃之
间的矛盾永远都存在，这是儿
童世界的自然规律，也是成长
过程中避免不了的，成人如果
强加干预，肯定是不恰当的。
如果害怕自己的孩子受到侮
辱，要以牙还牙，这种心态是
会遗传的，对于孩子今后的成
长不利，因为这可能助长孩子
的报复心理，严重的可能会造
成反社会、反人类的行为。

纪大海表示，既然事情发
生了，家长应该让孩子坐下
来，弄清楚为什么动手、谁先
动的手等问题，如果孩子不对
就要让他们主动担当，勇于道
歉。他还提到，现在的家长教
育孩子应该注重孩子情商的
培养，当孩子回家不能只问他
们分数怎样，而是问问他们和
其他孩子、老师的关系处得怎
样，今天心情怎么样。

不过，不少家长也表示担
忧，如果让孩子“忍气吞声”，
会不会让孩子没了男子汉气
概？教育学者熊丙奇则表示，
要培养孩子的男子汉气概不
是恃强凌弱，而是要让他们懂
得自立、吃苦、坚韧、宽容、关
爱他人，与此同时，家长要做
的就是将他们培养成合格公
民，有责任意识，遵纪守法，如
果被欺负了可以找老师协调，
并不是用武力来解决争端。

“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很
容易引发更多的伤害事故。”
熊丙奇称，发生在五六岁孩子
的身上，家长更应进行沟通，
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解决。

教
育
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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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牙还牙
可能助长孩子
报复心理

2016年春运火车票
26日开售

记者24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按照铁路火车票提前60天发售
的规定，2016年春运火车票将从11
月26日开始发售。

11月26日起，旅客可订购2016年
春运图定旅客列车火车票。其中互联
网、手机客户端、电话等三种渠道的
预售期为60天；车站窗口、代售点、自
动售票机等渠道的预售期为58天；春
运增开旅客列车的火车票自12月16
日开始发售，预售期为40天。

为进一步方便务工人员购票，
2016年春运，铁路部门对务工人员
购票推行新的服务举措。一方面打
破车站专窗只能受理5人以上务工
团体票的限制，务工人员个人也可
到车站窗口提报购买增开旅客列车
车票的需求，铁路部门将根据需求
提报情况科学安排运能，更好地满
足务工人员的购票需求；另一方面，
将临时增开客车的预售期缩短为40
天，并且根据需求可以安排继续增
开列车。

为了保障学生顺利返乡、返校，
铁路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票的
各项服务。2016年春运学生集中乘车
时间为2016年1月10日至2月29日。铁
路部门在此期间将采取提前预售学
生票和预留学生票额的方式。

据新华社

带着孩子“打回来”的过程 视频截图

成都市委副书记李昆学
接受组织调查

据四川省纪委消息：成都市委
副书记李昆学涉嫌严重违纪，目前
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中纪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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