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岁的毛毛（化名）在小区转悠着，眼睛打量着墙
根、楼道、车棚这些容易出现共享单车的地方。发现一
辆，就像发现一处“宝藏”——只要是输入数字的马蹄
锁，他只用5秒钟就能打开。这并不是他的“独门绝技”，
和他年龄相仿的一帮孩子都熟练掌握了这门技术。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共享单车公司的相关人
士，对方表示，被小朋友打开的车主要是“一代车”，当初
作为测试版本出现，主要是让大家体验这种单车模式，
在车锁方面并没有作过多考虑，使用的都是机械锁。后
来发现问题后，已开始逐步使用配备智能密码锁的二代
车，现在正陆续回收市面上的一代车。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黄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江油女孩被养父母虐待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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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5秒解锁
打开路边共享单车
单车公司：被打开的是一代车，车锁确存漏洞，
正逐步被采用智能密码锁的二代车取代

养父母
被判虐待罪
获刑1年9个月

江油小女孩韩琪琪（化
名），被养父母（实为其幺爸幺
婶）虐待长达3年后案发，后警
方将两名嫌疑人刑拘（成都商
报曾报道）。

12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江
油法院获悉，经过一审二审，韩
琪琪的养父母因犯虐待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
此外，当地村委会已指定韩琪
琪的姨妈为其监护人，目前，韩
琪琪已正常生活、学习。

殴打捆绑
孩子被养父母虐待三年

江油小女孩韩琪琪，3岁时
母亲患直肠癌离世，7岁时，一
场车祸夺去了父亲的生命。家
族成员商量后，由没有儿女的
幺爸幺妈（养父母）代为抚养，
当地村委会也指定亲幺爸韩某
某、幺婶谢某某为韩琪琪的监
护人，照顾韩琪琪生活。

警方调查证实，2012年8
月，小琪喜欢跑到姨妈、舅舅等
亲戚家去玩，养母谢某某就对
其进行打骂，最后发展成用竹
条打小琪。警方介绍，2012年2
月至案发，谢某某、韩某某采取
殴打、侮辱、捆绑、冻饿等手段，
长期、多次对韩琪琪的身体和
精神进行摧残、折磨，致其全身
多处损伤、表皮剥脱、皮下出血。
期间，孩子亲属、邻居多次劝阻
并提出警告，但两人反而变本加
厉，继续虐待韩琪琪。民警后来
电话通知谢某某、韩某某到案。
随后，警方在两人家中查获缝衣
针、铁钻子、电线等犯罪工具。经
鉴定，韩琪琪损伤程度为轻伤二
级。2015年12月24日，谢某某、韩
某某被依法逮捕。

法院判决
养父母犯虐待罪获刑

2016年7月8日，江油市法
院一审认为，谢某某、韩某某以
受害人韩琪琪不听话等为由，
长期对其实施家庭暴力，致其
轻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
虐待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
任。谢某某、韩某某自动投案并
如实供述其罪行，依法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江油法院以
虐待罪，分别判处谢某某、韩某
某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

一审宣判后，韩某某、谢某
某以“平时对被害人韩琪琪比
较好，因韩琪琪之前缺乏管教，
我们是为了管教她，只是法律
意识淡薄、教育方式不当”等理
由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量
刑过重。

二审法院认为，谢某某、韩
某某长期、多次虐待家庭成员，
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虐待
罪，依法应予惩处。近日，绵阳
市中级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孩子现况
村委会指定姨妈为监护人

2月12日，江油法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案件审理后，法院多
次关心韩琪琪的生活。经过了
解，案发后，当地村委会已指定
由韩琪琪的大姨妈为其监护
人，负责照顾韩琪琪的生活。目
前，韩琪琪和其他孩子一样，正
常学习、生活，其大姨妈也对其
视为己出。

该负责人表示，从2012年2
月开始到2015年11月中旬受害
人亲属报案，时间长达3年多，
这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其中所
受的折磨煎熬，常人难以想象。
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遭受家
庭暴力往往持续时间长，隐蔽
性强，因此，不管是邻居还是亲
属，但凡发现此类情况，都要第
一时间报案，以更加及时地保
护好未成年人。
兰有斌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连日来，多位司机向成都商报
记者反映，称渝蓉高速公路（成安渝
高速）四川段常有行人从破坏的隔离
网进入高速公路，十分危险。还有网
友称，途经该高速时，一路上遇到很
多疑被撞死的动物；还有一位老人进
入高速公路后被撞身亡，老人家属提
出质疑：为何事发路段没有隔离网？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高速交警
及高速公路建设方获悉，渝蓉高速
（成安渝高速）四川段开通一个多月
来，确有沿线村民破坏隔离网进入高
速公路。高速交警也证实，日前确有
一位老人进入高速公路后被撞身亡。
为此，高速交警呼吁，沿线村民切勿
破坏隔离网进入高速公路。

事故：
老人进入高速路被撞身亡

2月5日，有网友发帖称，当天中
午12时许，成安渝高速安岳县协和乡
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80多岁
的老人“误入”高速，不幸被撞身亡。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发帖网友，
其称，事发路段位于安岳县协和乡高
狮村刘家丫口。“修建成安渝高速前，
那儿有条土路。”该网友说，但成安渝
高速公路通车后，土路被中断，但高

速公路上的天桥却并未完全建好。
“天桥不通，村民要到对面去就很麻
烦。估计婆婆进入高速，就是为了到
对面去。”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被撞
老人的孙子贾某。他介绍，老人经常
途经事发地去赶集，事发后，他们前
往事发路段发现并无隔离网。贾某
说，如果有隔离网，奶奶就不会上高
速。“她年纪大，不知道（行人不能进
入高速）。而且天桥还没通，如果桥通
了，就不会出这事了。”

昨日，成安渝高速交警二大队证
实，2月5日，该路段确有此事故发生，
目前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探访：
事发路段的隔离网确有缺失

按相关规范，高速公路应为全封
闭，道路两侧都会安装隔离网，行人
无法进入高速公路。那么，老人是如
何进入高速公路的呢？

老人被撞身亡的事发路段位于
成安渝高速安岳县协和乡高狮村刘
家丫口路段的一处天桥附近，12日中
午，成都商报记者在事发路段发现，
高速公路上的天桥主体已建成，但两
端的连接线未接通，现场的隔离网确

有缺失，不过成都商报记者也注意
到，有的隔离网能明显看出被破坏的
痕迹。成都商报记者随后实地探访了
该高速安岳县文化镇至李家镇20多
公里路段发现，除老人被撞处的天桥
隔离网缺失外，道路两侧的隔离网还
有另一处有一个一米多的缺口，不过
记者注意到，这个缺口疑似是被人为
破坏剪断的。

建设方：
装了隔离网 有的被反复破坏

“虽然是试通车，但通车我们是
通过验收了的。”四川渝蓉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高速公路
建设公司只负责高速公路上天桥部
分的建设，两端的连接线由地方政府
建设。而包括天桥处，建设方在通车
前都安装了隔离网并通过验收。但该
高速公路开通一个多月来，沿线确有
较多隔离网被破坏，有的隔离网在修
复后还被反复破坏。

该负责人分析认为，隔离网被破
坏，可能与该高速公路此前由另一公
司承建时，修建周期长，村民上高速
公路行走“习以为常”有关。“发现或
接到高速交警反映（有隔离网被破
坏）后，我们都会及时前往修复。”

2月4日下午5点过，中江县太平
乡店坪村11组1岁男孩谢金柯在家中
睡觉时，卧室突然着火，造成孩子的
手和脖子以上重度烧伤，双手手指可
能将面临截肢。“他还小，不能没有双
手。”孩子父亲在网上发起求助，截至
昨晚，已筹集善款16万余元。

卧室突然着火 1岁儿子被烧伤

2月4日下午1时许，谢玉龙和亲
友在屋外院子里聊天，1岁零3个月的
儿子谢金柯在卧室床上睡觉。

“亲戚家的4岁娃娃从卧室跑出来
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东西燃起来，我冲
进去一看，床上的蚊帐、棉被已经烧了

起来，火势很大，孩子被火包围着。”
谢玉龙赶紧把满身是火的儿子

抱出来，但大火已造成孩子的手和脖
子以上严重烧伤。谢玉龙介绍，床上
没有电热毯，屋内也没有使用大功率
电器，“怎么着的火，就不知道了。”

谢玉龙介绍，他们曾怀疑是亲戚
家孩子所为，但没有直接证据。截至
目前家里并没有报警，因此火灾原
因依然不明。“现在最要紧的就是
救娃娃，亲戚也答应出一部分钱救
治娃娃。”

大火被扑灭后，谢玉龙赶紧把孩
子送往中江县人民医院救治。因伤势
过重，孩子先后被转往德阳市人民医

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孩子双手手指可能要截肢

经川大华西医院诊断，孩子的双
手、颈部和头部烧伤。“如今儿子仍没
度过危险期。”

“医生说娃娃的双手手指可能要
截肢，眼睛、耳朵需要等度过危险期后
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是否能够保住
……”说起儿子，28岁的谢玉龙几度
哽咽，他说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书，
经过会诊，孩子未来几天还需要经历
感染期、肿胀期等，可能出现各种并
发症状，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孩子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看着活泼可爱的儿子突然被烧
得面目全非，一家人心急如焚。虽然
医院说只有5%的生存几率，但娃娃
却奇迹般地挺过来了。我们又怎能
放弃他。”谢玉龙说。

网上求助 已筹到16万医疗费

“入院几天就已经交了4万多元，
医院预计前期的治疗费用需要20万，
后续治疗可能将以百万计。”谢玉龙
介绍，他们是农村家庭，本来就不富
裕，几年前修房子还欠了好几万元的
债，母亲林和平也常年疾病缠身，一
家人的收入基本就靠他打工。

这次重大变故，对于这个家庭来

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孩子还小，不
能没有双手。”谢玉龙说，到现在已经
花费医疗费8万多元，其中有5万多元
是向亲戚借的。因为无法承担巨额医
疗费用，谢玉龙已经在网络发起以

《救救可爱的孩子》为名的公益筹款
项目。

此外，小金柯的情况也引起德阳
市关工委的关注，德阳市关心下一代
基金会作为项目认领方，协助其在腾
讯公益的筹款。截至记者发稿，已经
筹集到16万余元善款。如果你愿意帮
助这个可怜的孩子，可直接联系谢玉
龙，电话13118126896。

周梅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学”小表弟面授开锁秘技

寒假从成都回到乐至老家，毛毛
给老家小伙伴讲起了城里的新鲜事，最
让大家感兴趣的就是城里满大街的自
行车，小蓝车、小黄车、小红车……各式
各样，只要有个手机，就能骑走。

“呵呵！”和他同年的小表弟聪聪，
也在成都念五年级，听到这儿一脸不
屑。毛毛赶紧“不耻下问”，原来聪聪早
就掌握了免费骑车的秘密技能。

聪聪面授机宜，毛毛仔细听着，
准备回到成都后也试一试。“2月8日
那天他教的我，算是我‘师父’。”12
日，毛毛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回
到成都后，按照聪聪传授的方法，一
连打开了20辆共享单车，每次都能打
开。“当然，扫码解锁的不得行，必须
是按数字的那种密码锁”。

聪聪告诉毛毛，其实窍门并不复
杂，这些按数字的键盘锁的密码都是
不变的，反复使用过后，那些经常按
的数字就会有松动，这时候只要按动
开锁开关，上面的数字就会颤动，虽
然很细微，但只要仔细观察，4个密码
数字还是很好辨认。

“咔”5秒钟就让单车解锁

家住锦江大道旁的小区，毛毛家
楼下有永安行、一步单车、摩拜单车、
OFO小黄车等共享单车，小区内的过
道上，小区外的门市旁，都不难看到这
些单车。毛毛回蓉后对新掌握的“技能”
入了迷，看到楼下有可以解锁的车子，
就要上去拨弄密码，开完锁又锁上。

“咔”！一声脆响，毛毛望着旁边
站立的大人，一脸得意。2月12日，成
都商报记者找到了“开锁王”毛毛，跟
着他一起到小区找单车试手。“那个
不行，扫码的！”站在20米外，这个胖
乎乎的小学生就放弃了目标。

“深蓝色的小蓝车打不开，红色的
摩拜单车也不行。”他指着前方一辆蓝
黄相间的单车，“那个应该可以”。

毛毛没有下载共享单车APP，更不
用说绑定银行卡进行支付，整个“空手
套白狼”。找到一辆永安行的自行车，一
看是数字键盘锁，他就知道“有戏”了。

“呵呵！”他赶紧跪在地上，匍匐在
后轮上，伸出还没锁圈大的手开始解锁。
左手扶着密码锁盘，右手不停按动密
码开关，眼睛死死顶住盘上10个数字。

一边看，一边按上面的数字，5秒
钟的时间，他已经按出了4个数字。“搞
定！”他手一松，猛地按下解锁键，锁圈
开了。在成都商报记者见证下，他如法
炮制，一连解锁了四辆共享单车。

“开”许多孩子都会，不知跟谁学的

2月12日这天下午，毛毛带着成
都商报记者去找“师父”聪聪。聪聪没
事就在家里的门市上，家中主要经营
二手电器。一路上，毛毛对锦江大道
两边的共享单车“如数家珍”。

“这个车的太阳能板就在篮筐
里，GPS在把手那里。”毛毛看到旁边
一辆变速共享单车，马上说，“这个车
被损坏的最多，因为它的零件和其他
车都匹配。”成都商报记者实地查看，
果然，这种自行车在路边不是少链条
就是少了座椅。

到了二手市场，“师父”聪聪已经
出去玩儿了，并没有待在门市上。说
到孩子会给共享单车开锁这事儿，聪
聪的妈妈夏女士倒是记忆清楚，“春
节前一次回家路上他向我炫耀，‘妈
妈，我可以不用手机就把这个单车骑
走’。”夏女士不以为然，“又打胡乱
说，快点走……”

她话音还没落，“咔”！车锁已经打
开了。她赶紧吓唬孩子，“快回家，以后
不准去开锁，小心抓到了要罚款。”

不过，这并没吓唬住孩子。“在洪
河二手市场，和他一样大的娃儿都会
开锁，不晓得跟着谁学的。”对于孩
子掌握的这个技能，夏女士并不认
可，她摇了摇头，“脑壳是灵活，就是
不用到学习上，假聪明。”

咔咔

老人进入成安渝高速被撞身亡
家属：事发路段为何没隔离网？
建设方和高速交警表示确有隔离网被破坏，呼吁沿线村民勿破坏隔离网进入高速路

1岁儿烧伤或截肢 父亲求助:娃娃不能没双手

/ 单车公司回应 /
产品硬软件在升级
一代锁正退出市场

被一群小学生发现并互相传播
的漏洞，共享单车公司其实也注意到
了。“现在都是自动开锁，我们产品的
硬件和软件都在逐步升级。”12日下
午，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永安行共享
单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先生，对方表
示，现在二代锁已在逐步取代最初的
密码锁了，同时，这些共享单车也是
不允许12岁以下儿童使用的，在软件
的身份认证上，他们不能认证成功。

“被这些小学生打开的是一代
车，车锁是机械锁，现在普遍采用二
代车了，都是智能密码锁。”一步单车
相关负责人林先生表示，目前一步单
车在成都市场上，两种车都存在，但
是一代车在逐步回收，不做新的投
放。“使用扫码开锁体验更好，用起来
方便，关键是不容易被人打开”。

林先生介绍，第一代主要是一
个测试版本，主要是让大家体验这
种共享单车模式，“但并没有考虑到
车锁的问题。”在发现车锁漏洞后，
公司已经开始陆续回收一代车，现
在市面上看到的一步单车基本上都
是扫码开锁的车子了。“技术都是不
断更新的，以后还会有更多方式”。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唐婕
摄影记者 王勤

/ 提醒 /
沿线村民切勿

破坏隔离网进入高速路
成安渝高速交警二大队相关负

责人证实，成安渝高速开通一个多
月来，确有沿线村民破坏隔离网进
入高速公路。为此，高速交警也向建
设公司反映过，由该公司进行修复。
高速交警也通过联系沿线乡镇，提
醒沿线村民不能随意破坏隔离网进
入高速公路。

四川渝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也表示，随意破坏隔离网
属违法行为，如再有村民随意破坏
隔离网，公司将报警。该负责人也呼
吁沿线村民，切勿破坏隔离网进入
高速公路。同时，该负责人表示，公
司也会加强沿线巡查，对被破坏的
隔离网尽快修复。

对于高速交警提出的标识、标牌
不完善的问题，该负责人说，对于试
运行期间暴露出的需优化的设施，公
司将及时进行优化，以保证正式开通
后给车主提供最好的通行环境。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摄影报道

孩子身上的多处伤疤

孩子展示如何打开一代永安行共享单车的车锁

一代单车的键盘锁

成安渝高速安岳协和乡一天桥处（老人被撞身亡路段），被破坏的隔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