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托车起火 引发300万索赔

租客将摩托车
停在楼下，8小时
后，突然自燃，引发
火灾造成两死五
伤，房东因妻女离
世，向车主索赔
300万，但是车主
无力赔偿，于是房
东到公安机关报
警，希望车主受到
刑事处罚（成都商
报曾报道）。12月
27日，本案在双流
法院宣判，以失火
罪判处车主蒋汉刚
有期徒刑四年。

检方认为摩托
车长期未年检，符
合强制报废条件，
但却依然被蒋汉
刚持有和使用，导
致自燃失火。但车
主感到无辜，称他
也没有料到摩托
车会自燃。而房东
则表示摩托车自燃
就是因为车主没有
尽到维护好摩托车
的义务，使摩托车
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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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自燃致两死五伤
车主以失火罪被判四年

2017年12月29日
星期五

据悉，1月1日～5日，重症呼吸病康
复行动开展呼吸病专项补贴行动，哮
喘、气管炎、肺心病、慢阻肺等患者就
医，治疗期间可申请就医援助。

进入冬季以来，四川省持续遭遇寒
流天气，导致哮喘、气管炎等呼吸病高
发，为减轻哮喘等呼吸病患者就医负
担，“重症呼吸病关爱行动”再次启动专
项补贴行动，哮喘、气管炎、老慢支、肺
心病、慢阻肺等均可拨打平台热线
028-69982575预约申请。
众多重症患者受助，效果斐然

据专家介绍，哮喘、气管炎等呼吸病
难治愈、易反复，还会造成生命危险，导致
很多患者痛苦不已，因病致贫。事实上，这
类疾病经过规范治疗，是可以控制的。截
至今年12月，目前已有众多重症哮喘、气
管炎患者接受减免或无偿救治，并告别了
疾病困扰，目前尚无重症复发病例报告。

知名哮喘专家范秀斌主任介绍，很多
被救治患者，都是重症或疑难病患者，治
疗难度极大，甚至有些人因为四处求医无
效，已经准备放弃治疗。这些患者在接受
系统治疗后，病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不
再影响工作或学习，能够正常生活。
元旦起呼吸病可申请就医补贴

据了解，“重症呼吸病关爱平台”将实
施专项救助，该活动针对病程长、病情重、
久治不愈、长期反复的哮喘、气管炎等呼
吸疾病患者，治疗期间将给予580元知名
专家费用补贴，同时根据治疗费用和病情
严重程度实施一次性治疗基金补贴。

为避免排队等候，保证质量，哮喘、
气管炎、肺气肿等呼吸病患者可提前拨
打电话028-69982575预约。

元旦起
呼吸病可申请就医补贴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蒋汉
刚的摩托车长期未年检，而且已
被销户、符合强制报废条件，但却
依然被持有和使用，导致自燃失
火，造成了两人死亡五人受伤的
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失火罪。

对此，辩方认为，未年检的
车辆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但安全
隐患不等于火灾隐患。“车辆是
供道路行驶的，年检和强制报废
制度，都是为了保障道路上的行
驶安全，与防止车辆燃烧无关。”
辩护律师说。

检方提交的证据中还显示，
摩托车的油箱和电瓶曾被更换
过，检方据此认为被告人对摩托

车有过改装行为。“摩托车在
2010年的时候因为油箱漏油，换
过一个油箱，2012年的时候还换
过一次。”蒋汉刚供述道。

对此，辩护人表示，到修理
店更换了油箱和消音器等，是因
为摩托车出现了油箱漏油等情
况，属于正常维修，不能据此认
定过失犯罪。辩护律师称，摩托
车是在停车8小时后才燃烧的，
与蒋汉刚没有任何关系，不能仅
仅因为他是车辆的所有者，就追
究其刑事责任，“现实中车辆燃
烧较为罕见，车主不可能预见得
到车辆会因为没有年检或者已
经报废而自燃。”

专栏

陈凯歌成都商报说《妖猫传》之3

陈凯歌的《妖猫传》不仅画面讲究，
在演员选择上也颇具用心，黄轩、染谷
将太、张雨绮、秦昊、成泰燊、阿部宽、刘
昊然、欧豪、张天爱……这些演员中既
有实力派戏骨，也有年轻的人气演员，

95岁高龄的老艺术家秦怡也参演该片。在演员的选择上，陈凯歌有什么考
量？对于他们的角色，陈凯歌又怎么解读？陈凯歌成都商报说《妖猫传》专栏
第3篇为您揭秘。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刘昊然、欧豪不是小鲜肉
他们细腻地刻画了人物

◎陈凯歌（著名导演）

我觉得黄轩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演员。
对白乐天的人物设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
性，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文人，他怎么会跑
到凤栖楼去，走火入魔地去盗取玄宗遗
物，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像他这样两
榜进士出身的，都叫他大人先生，可是我
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人活起来。当然
我也可以说，黄轩老师还要演更多的戏，
才能在他的内心深处植入一个小小的东
西，不是芯片，这个植入对他有更大的意
义。我举个很小的例子，女演员凯特·温斯
莱特，演她丈夫的《革命之路》这部戏，我
认为电影本身拍得并不那么精彩，它沿袭
了《泰坦尼克号》的一些想法，但是温斯莱
特有种力量，她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都能
把你镇住。在白乐天这个人物的身上，我们
既要讲他的生动性，又要讲他有强大的内
心力量，足以让演员镇得住，这也是我跟黄
轩不断讲的东西。

空海的扮演者染谷将太身上有一种
日本浪人的迹象——到处走，随风而去。
染谷将太来饰演空海，只能说我比较幸
运，之所以说我很幸运，是在拍摄过程
中，我才意识到，只有他是对的。你看染
谷将太走路的样子，和我们是不同的，特
别是他走上木桥那场戏那样的感觉。

有一句诗写道：白头宫女在，闲坐说
玄宗。我觉得秦怡老师的表演，就是代表
了那个已经衰败的绝色时代。我们隐约
还能看到秦怡老师当年是何等光彩照
人，有多么漂亮，戏中还擦着红嘴唇，穿
一身素白的衣服，系一条红腰带。她不用
演，她就是玄宗朝。我们电影的力量，就
在这了。秦怡老师扮演的老嬷嬷不是一
个具体的人，她是一个象征，我们看到她
就看到了玄宗朝。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去
做旧，逼迫着陆苇、屠楠在墙上重新画了
画，然后又做旧，都是为了配合秦怡老师

的出现，配合这个衰败的玄宗朝。
白龙跟丹龙，我觉得在戏里面，是代

表正面能量的两个人物。我们很清楚地
知道，丹龙是离开了白龙，离开了生死未
明的杨玉环，他去寻找什么？就是他在临
别的时候跟白龙所说的话：“人心这样黑
暗，我想找一个不再痛苦的秘密。”所以
之后证实他就是唐大青龙寺的住持——
惠果大师，他走上了这样一个出世的道
路，去寻找一个不再痛苦的秘密。而白
龙，就坚守在杨玉环的身边，三十年间化
身为猫，直到临死的时候才说：我其实早
就知道她死了，我只是不忍而已。他不忍
什么呢，不忍放弃这份情感，不忍放弃对
杨玉环的爱。这个人物我觉得是影片正
能量的代表，也是故事的根本所在，故事
的秘密所在，即白龙就是妖猫。

在表演上，我跟两位年轻演员有很
好的互动。我觉得刘昊然饰演的白龙跟
欧豪饰演的丹龙这两个人物特别强调个
性。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不可能对一个生
死未明的女人坚持三十年之久，不可能
为她牺牲一切。我不觉得两位年轻的演
员是小鲜肉，他们细腻地刻画了人物。

对年轻演员来说，导演的责任在于
清晰地知道他们的想法。这个度的把
握，在导演这，不在演员那儿。否则，就
不需要导演的工作。其实，导演的工作
在更大程度上，就是你有煽动力，能够
让观众清楚地看到，这个演员进入到状
态。所以我觉得对于白龙与杨玉环的这
一段，有两三场戏，我很感动。寒冬腊
月，那么大的棚里，温度很低，刘昊然光
着脚，穿着单衣，跪在一个生死不明的
女人面前。我觉得这些环境，已经在推
动他走进角色。其实任何表演都抵不过
生活，表演这个东西，说到底它不是真
的，它是化假为真的过程。

“啊？今天被判了？我不晓得。”
27日，记者联系上起火房屋的房东
谭先生，听到摩托车主蒋汉刚被判
刑四年的消息，谭先生愣了一秒，
显得有些吃惊。对这个结果，谭先
生表示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妻女
失去了已经不可能找回来了”。

谭先生称，比起让摩托车主被
判刑，他更希望车主能够主动面对
这件事，“毕竟他也不是故意的”。他
告诉记者，车主一直没有向火灾中
伤亡者的家属道歉，“他如果最开始

态度好一点，我就不会过于追究。”
庭审中，辩护律师曾表示，房

东把自用房屋改造后出租给十几
户人，且消防设施设备不齐全，对
火灾的发生有责任。谭先生告诉记
者，事故发生时出租房有灭火器，
只是没有每层配备，现在每层都会
配灭火器，消防应急灯之类的设施
在事故发生后也都配齐了。

27日，记者来到当年的事故
现场，火灾发生地大门紧闭，但可
以看出已经修缮过。起火的是一

栋四层楼的自建租住房，整条街
道房屋连成一排。记者以求租者
的名义进入起火楼栋附近的另一
栋构造相同的楼，发现每层被隔
成七间单间，楼道里没有消防设
施。“自从那场大火后我们这边每
家都有灭火器的。”该栋楼的房东
将记者领到二楼的一间空置房
间，介绍该间房屋月租360元，但
记者提出要查看楼里的灭火器时
对方却支支吾吾，始终不能出示。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祝浩杰摄影报道

辩方认为房东对火灾也有责任
房东：火灾后每层都配了灭火器

新闻面对面

事件回顾 租客摩托车深夜自燃 房东妻女离世

2014年9月10日凌晨4点，双流
区西航港街道学府西路北十街的
一栋出租房突发大火。大火从底楼
摆满了摩托车、自行车和电瓶车的
过道开始燃烧。房东谭先生夫妇和
双胞胎女儿以及双胞胎的姨妈，5
口人住在2楼。火灾发生后，谭先生
连续三次折返火场，试图救出亲
人。第一次将双胞胎中的大女儿抱
到天台，第二次搀扶出了孩子们的

姨妈。遗憾的是，谭先生第三次折
返，仍未能救出小女儿和妻子，一
家五口中两人遇难三人受伤。租住
户中也有两人受伤。

双流公安消防大队火灾事故
认定书确认，火灾起火点为自建
房底楼停放的力帆摩托车。起火
原因为力帆摩托车电线故障，产
生电弧，引燃周围可燃物蔓延成
灾。而该力帆摩托车的主人，为租

住户蒋汉刚。
2015年12月，伤者以及死者

家属提起民事诉讼，向蒋汉刚索
赔300万，经过漫长的诉讼，2017
年1月初，谭先生因不满对方迟迟
不履行赔偿义务，到派出所报案，
要求公安机关追究蒋汉刚的刑事
责任，此案进入了刑事司法程序。

双流法院受理了此案，并于
2017年9月和12月两度开庭。

庭审现场

对于被辩方提出的辩护意
见，法院认为，被告人应当知道该
摩托车在行驶及使用过程中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但却疏忽大意，将
车辆停放在居民聚居地，导致车
辆电线故障产生电弧引发火灾，
故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2017年12月27日，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蒋汉刚明知其使用
的车辆未进行年审，属于注销车
辆，在车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情况下继续使用，并停放在居民
的密集区，最终导致严重后果，其
行为构成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

焦点
停车8小时后自燃 车主该不该担责？

宣判
车主行为构成失火罪
被判刑四年

火灾发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