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态放平和，亲切耐心地顺着
对方的话聊

揣摩对方的心理，像对待自己
亲人一样关心对方的想法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梳理、排解
其心里的郁结

抓住动情点，发现对方牵挂儿
子，唱起催泪歌“世上只有妈妈好”

聊了两个多小时后，女子放弃
轻生念头，主动来到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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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会唱歌他不会唱歌，，但他一句歌把自己唱成了但他一句歌把自己唱成了““网红网红”。”。66月月
2929日下午日下午，，他唱的一句他唱的一句““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把一个准备把一个准备
轻生的女子拉了回来轻生的女子拉了回来。。

77月月22日晚日晚，，泸州市公安局龙马潭分局官方微博发泸州市公安局龙马潭分局官方微博发
布了一段视频布了一段视频，，该局该局110110指挥中心的老朱在电话里劝一指挥中心的老朱在电话里劝一
个欲轻生的女子个欲轻生的女子，，言语中尽显亲切和耐心言语中尽显亲切和耐心，，他跟对方聊他跟对方聊
了两个多小时后了两个多小时后，，最终让女子放弃了轻生的念头最终让女子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5454岁的老朱从部队转业到了公安系统岁的老朱从部队转业到了公安系统，，他说这他说这
类事情遇到很多类事情遇到很多，，处理起来心里有处理起来心里有““分寸分寸”。”。接受成都接受成都
商报记者采访时商报记者采访时，，他要求不写真名他要求不写真名，“，“写朱警官写朱警官，，或者或者
老朱吧老朱吧”。”。

6月29日下午3点05分，泸州
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电话，一名女子在电话里哭诉要
去自杀。接警员骤然紧张起来，简
短沟通后，电话转到了泸州市公
安局龙马潭分局的110指挥中心。

接到电话的正是老朱，他要
尽快了解对方的情况，发生了什
么，有什么想不开，具体位置在
哪里，以及衣着相貌特征等，他

害怕对方突然挂断电话，但又不
能表现得太急切。

对方情绪激动，电话里一直
在哭诉，称因为家庭琐事与家人
吵了架，决定跳河自杀。她想跟
警方留下遗言，找到尸体后火
化，然后要喊家人照顾好9岁的
儿子。

对方一直不愿告诉具体位
置，老朱只得慢慢来。他把自己

的心态放平和，亲切耐心地顺着
对方的话聊起来。老朱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他在基层派出所干了
十来年，在110指挥中心也干了七
八年，这类事情遇到比较多了。

他拿捏好“分寸”与对方聊
天，他说要揣摩对方的心理，要
像对待亲人一样去关心对方的
想法，并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梳
理、排解其心里的郁结。

电话一直没有挂，老朱跟对
方聊着不敢停，知道她姓石。他
希望从聊天的只言片语中，找到
石某的位置信息，但对方一直不
愿透露半点。

根据聊天内容，他判断石某
跟丈夫关系很好，也很牵挂9岁
的儿子。于是他一直围绕着丈夫
和儿子的话题与对方讨论。根据
对方的身份信息，公安机关很快
联系上其丈夫和婆婆等家人，让
家人又继续跟她做工作。

其间，为了让家人打进电
话，老朱跟石某商量，挂掉电
话，让家里人跟她说几句。但家
人多次拨打电话过去，她一直
不愿接。老朱又跟石某的一个
亲戚商量，发短信，并用微信视
频进行聊天，这样可以看到周
围环境。

家人的沟通并不顺畅，老朱
又再次拨打了石某的电话。天渐
渐晚了，老朱跟石某讲草里有
蛇，蚊子又多……让她退到安全

的地方好好商量，甚至要请她吃
饭。老朱又跟她聊到孩子，孩子
没了妈妈，该怎么办，他一时动
情，跟对方唱起“世上只有妈妈
好……”

老朱说，他不会唱歌，平时
从 未 去 KTV 之 类 的 地 方“ 练
过”。当时随口就唱了出来，也
唱不完整，只是想到可以打动
对方。或许正是因为这首歌，石
某最终表示愿意听他的，放弃
轻生的念头。

在老朱用电话“拉住”打算轻
生的石某时，几路民警也在展开
紧急的搜寻。龙马潭公安分局介
绍，根据110指挥中心的指令，治
安大队民警，辖区沿河的小市派
出所、红星派出所、胡市派出所，
分几路在辖内河边展开搜寻。

下午3点40分左右，胡市派出

所接到指令后，全所就留下了一
个窗口服务的民警，其余10人分
乘两辆车赶往搜寻，对辖内的沱
江和濑溪河沿岸挨着寻找。胡市
派出所所长廖艳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他们在江边寻找了两个多
小时，沿着两条河的河堤走了好
几公里，但都没有发现110指挥中

心所说的“穿白上衣、黑裤子和
拖鞋的20多岁女子”。

廖艳介绍，他们沿路寻找，
连附近草丛都挨着查看，并跟过
往路人、沿江街坊打听，仍一无
所获。得知情况的街坊路人，也
纷纷互相打听，参与到寻找的行
列中。

在派出所进行寻找的过程
中，石某家人也在寻找。民警告
诉家人，有什么消息，一定要跟
警方保持沟通。

晚上7点30分左右，放弃轻生
的石某在胡市镇见到了自己的
婆婆，两人一起来到了胡市派出
所。廖艳介绍，当时，她看到石某
脸上、身上全是血迹，检查身体
后，才知她在自己的左腕划了一

条1厘米多长的口子。
胡 市 派 出 所 立 即 联 系 了

120 救 护 车 ，并 试 着 询 问 了 石
某的情况。据石某讲，中午她
花80元钱，从城里坐出租车到
了江边，然后买了3瓶啤酒。她
跟 110 打 电 话 说 要 跳 河 ，但 她
后来并没有待在河边，而是去
了一片偏僻的桂圆林。喝完啤
酒后，她敲碎空瓶子，用碎玻

璃 在 自 己 的 左 腕 划 了 一 条 口
子准备自杀。

因为没有吃午饭，加上天
气炎热及大量失血，石某当时
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当晚8点
过，石某被送到了市区医院进
行治疗。

警方介绍，目前石某身体已
经恢复，情绪也比较稳定。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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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崇州市环境保护局收到群众举
报三江镇华明养殖场“偷排养殖废水”的视
频后，立即派环境监察执法人员赴现场进
行调查。经过调查走访，执法人员了解到，
这家位于崇州市三江镇永同村18组的养殖
场投资人为吴某，于2008年建成投产，现存
栏1000余头，建有400立方米的沼气池、
3500立方米的化粪池及4000立方米的贮液
池。资料显示，该养殖场于2016年通过环评
备案和核查。

调查中，吴某承认，群众举报的视频拍
摄地点位于该养殖场围墙外沟渠。通过对
该点位的现场排查，执法人员并未发现其
他暗排口。“举报视频中的男子是谁？”面对
执法人员的询问，吴某坦言，视频中“偷排
养殖废水”的男子是其养殖场负责清洁卫
生和养殖废水转运的工人袁某。在确凿的
证据面前，袁某对利用养殖场内的抽水泵
及软水管偷排养殖废水的事实供认不讳。
吴某表示，由于自己平时疏于对员工的监
管，才导致袁某偷排废水而不知情。吴某同
时称，养殖场废水都是交由专门的运输机
构处理，并现场提供了《畜禽养殖场粪污回
收消纳协议》，以及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
6月6日的粪污转运记录。

据执法人员介绍，三江镇华明养殖场利
用抽水泵及软水管偷排养殖废水进沟渠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四十二条“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
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
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
染物。”崇州市环境保护局依法对其下达了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决定书》，并立案调查。
2018年6月12日，崇州市环保局依法向该养
殖场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
听证告知书》；6月19日下达了《环境行政处
罚决定书》，对崇州市三江镇华明养殖场处
以50万元罚款；6月26日，又将此案移交公安
部门办理。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环境违法 曝光台

崇州一养殖场
偷排养殖废水被罚50万

梁先生说，截至目前，他仍不
知道谁该为儿子受伤一事负责。

何旭说，他们平时主要对雨
污管网以及窨井盖进行维护和
维修，如果出现窨井盖损坏导致
市民受伤，市政部门会负责，但

“（窨井爆炸）以前从来没遇到
过，这就是一次意外”，市政部门

对此并没有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就此事采访

了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主任何
良平律师，他表示，对于窨井爆
炸致人受伤一事，如果能找到丢
火源引发窨井爆炸的侵权人，那
么侵权人就该对此事负责；如果
找不到侵权人，出于公平原则，

窨井的管理维护部门应当给予
受害人适当经济补偿；当然，如
果窨井的管理维护部门原本有
义务对下水管道的沼气超标情
况进行检测却没有定期检测，最
终导致了爆炸的发生，窨井的管
理维护部门将对此事负全责。
王波成都商报记者王超摄影报道

疑因沼气爆炸掀翻井盖
阆中两小孩被烧伤

伴随着伴随着““嘭嘭””的一声巨响的一声巨响，，33个相邻的窨井盖被瞬间掀翻个相邻的窨井盖被瞬间掀翻。。
这是这是66月月3030日下午发生在阆中市七里新区元宝街的惊险一日下午发生在阆中市七里新区元宝街的惊险一

幕幕，，疑似因为管道内聚集的沼气引发爆炸疑似因为管道内聚集的沼气引发爆炸。。两名孩子不同程度烧伤两名孩子不同程度烧伤。。
目前目前，，警方已初步排除人为因素导致此次窨井爆炸警方已初步排除人为因素导致此次窨井爆炸。。作为窨作为窨

井的主管部门井的主管部门，，阆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设施维护股相关阆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设施维护股相关
负责人表示负责人表示，，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

小梁因受伤较重小梁因受伤较重，，仍在阆中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仍在阆中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不过不过，，小梁小梁
的父亲表示的父亲表示，，截至目前截至目前，，他仍不知道谁该为孩子受伤一事负责他仍不知道谁该为孩子受伤一事负责。。

又是
窨井

窨井爆炸的地点，位于阆中
市七里新区元宝街的一家餐饮
店门口。

这家餐饮店是梁先生妻弟
的，平时由梁先生夫妻俩帮着经
营。6月30日中午，天气炎热，梁先
生躲在店里吹空调，儿子和两个
邻居的孩子就在店门口的人行
道上踢足球玩。

中午1点半左右，“嘭”的一
声巨响，让梁先生吓了一跳。他
赶紧起身往店门外走，还没走出
店门，就看到8岁的儿子一脸惊
慌跑进店里。

梁先生往门外望了一眼，看
到店门口的3个窨井盖被掀翻在
一旁，他查看了其中一个井盖被
掀开的窨井，市政部门安装的尼

龙绳防坠网，已被烧黑了，正在
冒烟。

随后，受伤的小梁被紧急送
往阆中市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
检查，小梁全身30%的面积二度
烧伤。梁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当天和儿子一同受伤的，还
有一名5岁孩子，但是受伤相对
较轻，暂时在家里休养。

3小孩街头踢球，2人被烧伤

事后，辖区七里派出所民警
赶到现场进行走访调查。7月3
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派出所李警
官处得知，警方目前已经初步排
除人为因素导致爆炸。

不过，此次窨井爆炸的具

体原因，当地官方目前尚未明
确定论。

阆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政设施维护股股长何旭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
天接到警方的电话后，他随即

带人赶往现场，并将附近的其
他窨井盖都打开进行了检查，
没有破损情况。他猜测，可能是
因为管道内聚集的沼气引发了
爆炸，但至于为何会爆炸，他也
说不清楚。

可能因为沼气聚集引发爆炸

谁该为此事负责？

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到2020年
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主要任务
和保障措施，提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

《行动计划》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全民共治、源
头防治、标本兼治，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
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为重点，持续开
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
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统筹兼顾、系统谋
划、精准施策，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环
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

《行动计划》提出，经过 3 年努力，大幅
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
（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
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
福感。到 2020 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总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15%以上；PM2.5未
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达到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
比2015年下降25%以上。

《行动计划》提出六方面任务措施，并明
确量化指标和完成时限。一是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严
控“两高”行业产能，强化“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深化工业污染治理，大力培育绿色环
保产业。二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
低碳高效能源体系。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
取暖，重点区域继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
制，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三是积
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大幅
提升铁路货运比例，加快车船结构升级，加
快油品质量升级，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四
是优化调整用地结构，推进面源污染治理。
实施防风固沙绿化工程，推进露天矿山综合
整治，加强扬尘综合治理，加强秸秆综合利
用和氨排放控制。五是实施重大专项行动，
大幅降低污染物排放。开展重点区域秋冬季
攻坚行动，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
开展工业炉窑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挥发性有
机物专项整治。六是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有
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建立完善区域大气污染
防治协作机制，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行动计划》要求，加快完善相关政策，
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有力保障。完善法律法
规标准体系，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经济政
策支持力度。完善环境监测监控网络，强化
科技基础支撑，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深入开
展环境保护督察。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落实
各方责任，严格考核问责，加强环境信息公
开，构建全民行动格局。

当天爆炸的地点，三个圆形的窨井盖被掀翻

唱一句“世上只有妈妈好”成网红的老朱

“世上只有妈妈好”
电话聊天两小时
最是那动情一唱
老民警拉回轻生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