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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是魔鬼，我这么大的年纪不应该走向犯罪的道路。”被羁押进看守所，62
岁的王某才意识到严重的后果。“（今后）出去了，好好教育下一代不要发生
这样的冲突！”面对判决结果，王某满脸悔意。

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实际载客10人以上的公共交通工
具行驶过程中拉拽驾驶人员、经他人劝告阻拦后仍然继续实施拉拽驾驶人员
的行为、且发生在人员、车辆密集路段，应从重处罚。

对于此案，德阳市公安局公交分局警务指挥中心主任杨川表示：“我们希望广
大的司机和乘客能以此案为戒，做到文明驾驶，文明出行。”

悔！

判！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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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公交司机公诉案宣判：
男子危害公共安全被判5年半

头脑发热？
拉拽司机酿车祸 多名乘客受伤

王某是德阳市旌阳区柏隆镇人，原本
是德阳市区某商场的一名保安。

3月24日早上6点过，他像往常一样坐
上从柏隆发车的3路公交去上班。当天有薄
雾，车上有四五十名乘客，公交司机廖明江
出于行车安全考虑，放缓了行车速度，没想
到引来一些乘客的不满。按照以往公交的
速度，王某能准时在7点半到达商场。但眼
看自己上班可能要迟到，他也着急了，由最
初的劝说者变成了情绪激动的催促者。

7点10分左右，公交车行至青衣江立
交桥下要左拐，因路面有减速带车速更慢
了。王某看到车辆再一次慢下来，头脑发
热，居然对司机廖明江动起手来。先是站
起来拉廖明江的肩膀，随后情绪越来越激

动，竟直接起身跑到护栏处拉扯廖明江。
而此时，正巧有一辆红色大货车从左

前方直行而来，失控的公交车随即撞上货
车车厢尾部。两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公交车
上有好几位乘客也因强大的冲击力被摔离
了座位而受伤。廖明江拦下了试图逃离现
场的王某，并报警求助。德阳市公安局公交
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很快赶来控制了嫌疑人
王某，并将车内伤者及时送医救治。

警方随后通报称，车祸最终导致7名
乘客受伤。而嫌疑人王某也承认了自己的
犯罪事实。

清醒一下！
危害公共安全 他被判5年半

3月28日，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
对该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批准逮捕。“冲动

是魔鬼，我这么大的年纪不应该走向犯罪
的道路。”被羁押进看守所，62岁的王某才
意识到严重的后果。

8月29日，案件正式开庭审理，这是德
阳市第一起侵袭公交司机的公诉案件，德
阳市裕兴公交公司的驾驶员代表、德阳市
公安局公交分局的民警代表、市民代表和
媒体记者旁听了宣判。公诉机关指控，应
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王
某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某对公诉机关的指
控罪名没有异议。

经法院认定，7名受伤乘客医疗费用
共计30899元。经有关部门鉴定，乘客张某
某、卓某某所受损伤为轻伤二级。此外，3
路公交车和红色货车也不同程度受损，损
失价格分别为人民币7960元和440元。

旌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
实际载客10人以上的公共交通工具行驶
过程中拉拽驾驶人员、经他人劝告阻拦后

仍然继续实施拉拽驾驶人员的行为，且发
生在人员、车辆密集路段，应从重处罚。王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且其自
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从宽处罚。此外，
王某无犯罪前科、且年龄较大，本次犯罪
系激情犯罪，在量刑时适当予以考虑。为
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
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交通安全秩序，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被告人犯
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
的危害程度，法庭作出了一审宣判。王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半。

“（今后）出去了，好好教育下一代不
要发生这样的冲突！”面对判决结果，王某
满脸悔意。对于此案，德阳市公安局公交
分局警务指挥中心主任杨川表示：“我们
希望广大的司机和乘客能以此案为戒，做
到文明驾驶，文明出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攀枝花男子杨某某办了8张信用卡，陆续透支56
万元供自己挥霍，且拒不偿还，法院传唤他也拒不到
庭，并于2017年年初潜逃。8月2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四川攀枝花警方获悉，杨某某近日被警方抓
获归案，目前已被依法逮捕。

办理了8张信用卡

据警方介绍，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犯罪嫌疑
人杨某某先后使用本人和他人的身份证信息在攀枝
花市某银行办理了8张信用卡。随后，其陆续透支资金
供自己挥霍。截至2016年10月31日，杨某某累计透支
且未偿还信用卡本金达56.224万元。

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杨某某拒不偿还，其行为
涉嫌信用卡诈骗犯罪。经发卡银行报案后，攀枝花市
公安局经侦支队对该案立案侦查，并依法对犯罪嫌疑
人杨某某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

2017年潜逃外地

2017年初，该案经公安机关移送后，攀枝花市东
区检察院向东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为害怕受到刑
罚处罚，经法院传唤，杨某某拒不到庭，并于2017年年
初潜逃外地。2017年6月29日，东区人民法院决定逮捕
杨某某，由公安机关将其列为网上追逃目标。

两年来，为了将杨某某缉捕归案，攀枝花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成立了追逃工作专班，多次对其家属做工作
敦促其投案自首。然而，杨某某不但拒不投案反而决心
一直潜逃，自“云剑”行动开展以来，追逃工作专班民警
分析研判数据信息2万余条，先后多次辗转云南、江西、
广东等地，行程上万公里，追踪杨某某蛛丝马迹。

隐姓埋名打零工糊口

民警介绍，通过大量工作，在相关部门和属地公
安机关的配合下，7月22日，民警在成都市龙泉驿区，
将潜逃2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杨某某成功抓捕归案。

经查，2017年至2019年7月，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在
潜逃的日子里，由于心怀被抓的恐惧，不敢使用自己的
身份证和真实姓名，找不到稳定工作，没有稳定生活来
源。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寻找一些不需要身份证且日结
工资的小餐馆做洗碗工、发传单、货场当临时搬运工等
工作。然而，由于以前身体曾受伤不能承受重压和使
力，报酬相对高一点的临时搬运工他也无法做。

杨某某到处流浪躲藏，为了生活，曾趁着黑夜捡
垃圾卖，甚至到菜市场捡拾商贩丢弃的烂水果、蔬菜
充饥……潜逃的两年中，杨某某先后辗转云南、江西、
广东等地，每到一个地方待一两个月就走，杨某某全
身上下仅有两套衣服可穿，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东躲西藏的日子，多次在睡梦中因梦见被警察抓住而
惊醒，惶惶不可终日。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已被依法逮捕。
付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信用卡透支56万！
男子潜逃两年后被抓
逃亡期间靠打零工糊口，曾捡烂水果充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234期开奖结果：34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9101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1 31 01
09 04 33 蓝色球号码：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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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34期开奖结果：
245，直选：1051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
23129注，每注奖金173元。（16079018.07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34期开奖结果：
24560，一 等 奖 51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12704144.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24
期：1110113133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 场进球第 19129 期：
001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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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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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涉诈骗偷渡老挝打工被压榨
回国自首带回一外逃女性

今年3月24日上午 ，嫌
公交车开得慢，德阳男子王
某拉拽公交车司机引发车
祸，最终导致7人受伤。事件
发生后，德阳市公安局公交
分局迅速将肇事嫌疑人王某
控制，将伤员送医救治。

昨日，德阳市旌阳区法
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判决，公
诉机关指控，应当以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王
某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某对
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没有异
议。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6个月。

8月2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达州市
公安局达川区分局获悉，达川区一男子于2018年在河南
因涉嫌网络诈骗，遂偷渡到老挝。因在当地是“黑户”，打
工反被老板压榨，欠了不少外债，该男子后悔盲目外逃。
近日，男子劝说外逃至当地的一名女性一起回国自首。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移交给河南警方，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2017年，有朋友向蒋某介绍工作，称公司主营网
络赌博业务，他只需要寻找一些潜在客户，在公司网
站上赌博，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提成，工作轻松，月入上
万。2018年1月19日，该网站受害者向河南警方报了
案，河南警方一举端掉这个涉案金额高达2亿余元的
网络诈骗窝点，全力追捕该犯罪团伙成员，蒋某慌忙
逃往广西、贵州等地躲藏。

几个月之内，蒋某听闻团伙内其他成员陆续被
抓，想到有位朋友在老挝一家软件运营公司工作，便
和朋友联系，去“投奔”他。

2018年6月，蒋某告别父母偷渡逃到老挝。河南警
方很快将蒋某列为劝逃对象，并联系上蒋某父母，获
得了蒋某的联系方式。

第一通国际长途电话便打通了，蒋某的态度很
好，他告诉警方，他到老挝后，在老挝磨丁经济开发区
一个中国老板手下打工，但由于自己是“黑户”，各个
方面都受到限制，还受到老板压榨，不但没有赚到钱，
反而欠下不少外债。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
对自己盲目外逃早已心生悔意。

8月17日，在父母和民警的劝说下，蒋某表示愿意
投案自首，并劝导另一外逃到当地的人员张某（女，27
岁，自贡富顺人）一起回国自首。

蒋某主动向警方提供了其在老挝边境的详细住
址，民警立刻赶往中老两国边界的云南磨憨口岸，在
边防检查站协助下，让两名外逃人员顺利归案。

雷珏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德阳侵袭公交司机案判决现场

女儿堰塘玩耍溺亡
父亲状告女儿同伴和“承包人”

溺亡少女是通江县民胜镇鹦鸽嘴村村民肖建
华（化名）的女儿。

8月28日，肖建华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介绍，6月22日，自己12岁的女儿小容（化名）与两个
小伙伴——11岁的小艺（化名）和6岁的小涵（化
名），一起到鹦鸽嘴葡萄庄园里面的游乐场玩耍，
当天下午，三人来到村上一个堰塘玩耍。在14时左
右，小容不小心掉入堰塘，因身上有救生衣，很快
被小艺和小涵拉上岸。然后，小艺和小涵上了皮筏
后，因控制不好，岸上的小容再去拉小艺和小涵
时，皮筏侧翻，三人相继落水。

“三人掉下水后，小容身上的救生衣被落水的
其中一人扯掉，三人在水里挣扎。”肖建华说。

小艺和小涵身上有救生衣，两人随后爬上岸，
赶紧喊来周围居民营救小容，而这时，小容已经溺
水死亡。肖建华介绍，事发之后，小艺和小涵的父
母都没有来问过一声，他感到很气愤。原因是，小
容是在拉另外两个伙伴时落水死亡的。

事发之后，当地派出所经过调查，小容属于意
外溺水死亡。7月，肖建华将小艺和小涵两个孩子
及其母亲和堰塘“承包人”闫秀（化名）以及村委会
一起告上法庭。

女孩父亲：两幸存者是“受益人”
同伴家人：事属意外，孩子无责

鹦鸽嘴村村主任黄先生介绍，堰塘属于社上
所有，就在承包人闫秀家屋后，当时有人喜欢钓
鱼，闫秀向村上表示要承包鱼塘，但没有签订承包
合同。由于去年经营一年造成了亏损，闫秀给村上
打电话表示不再承包堰塘。闫秀将救生设备放在
堰塘附近的一间屋里，自己外出打工。

6月22日，刚好遇到这3个小孩到闫秀家屋后堰
塘玩耍，她们撬开了闫秀锁着救生设备房间的窗户
翻进屋里，3人穿上救生衣带上皮筏去堰塘玩耍。

闫秀家里安装有监控，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
到3个孩子落水的过程。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看到，监控视频画面推进很快，但能见到3个孩子
身穿救生衣来到堰塘，小容先掉下水后，小艺和小
涵将其拉上岸，小艺和小涵上了皮筏后无法稳定
皮筏，岸上的小容将她们拉到岸边，两人在上岸时

皮筏侧翻，小艺和小涵落水，小容在岸边再次拉两
人时落水，三人在水里挣扎中，小容救生衣脱落，
后来溺水身亡。

肖建华告诉记者，3个孩子的家长都没能尽到监
管义务，应该承担相关责任。在整个事件中，小艺和小
涵是受益人，两个孩子的家长应该对自己孩子造成
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堰塘没有护栏，有危
险提示义务，“承包人”闫秀也应该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为此，肖建华将女儿两同伴及其母亲以及闫秀和
村委会一起告上了法庭。事后，在弄清堰塘属于社上
所有后，他撤销了对村委会的起诉。

肖建华介绍，自己承担50%的责任，女儿两同伴
的家庭和堰塘“承包人”闫秀应共同承担50%的责任。

对此，闫秀表示自己在外打工，也没再经营堰
塘，称自己很冤。另外两女孩的家人则表示，自己
的孩子并非故意拉小容落水，此事属于意外，两个
孩子无责。

都在等法院判决
女孩父亲：如判他们无责，将上诉

8月20日，通江县人民法院杨柏法庭开庭审理
此案后，随后再次组织调解，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肖建华表示，小容溺亡后，按照城镇人口生活
水平算自己女儿的赔偿费用有70万元左右，自己
承担50%的责任，其他3家人应该共同承担50%的责
任，三方被告应该赔偿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
神抚慰金，每家约12万元左右。

而在法院组织调解时，肖建华称自己愿意承
担75%的责任，另外三家人共同承担25%的责任，但
三家人还是不同意。

对于不同意的原因，小涵的妈妈称，事发当天，
是小容喊了小艺，然后两人带着小涵一起出去耍，

“我女儿只有6岁多，她们大一些，都是听她们的话”。
小艺的妈妈告诉记者，当天小艺还在家里睡

觉，就被小容喊出去耍，午饭都没回来吃，然后他们
才知道出事了。她称，小容出事后，大家都很难过，
要说责任，“她（小容）的母亲监管责任更大”。

面对11万多元的赔偿费用，小涵的妈妈说：
“如果说是慰问，我们同意，但绝不是赔偿，这个费
用也不是他（肖建华）说多少就是多少”。

8月28日，各方都告诉记者，都在等待法院的判
决结果。肖建华表示，如果法院判他们无责，自己将
会继续上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一起12岁少女溺亡引发的

“生命权”官司
堰塘边拉救同伴落水身亡，

父亲状告女儿同伴和“承包人”

玩伴“受益”
家长应赔偿？

是公民依法
享有的生命不受
非 法 侵 害 的 权
利。生命是公民
作为权利主体而
存在的物质前提，
生命权一旦被剥
夺，其他权利就无
从谈起，所以，生
命权是公民最根
本的人身权。保
护公民的生命权
不受非法侵害，
是我国法律的首
要任务。

名词解释名词解释

生命权

这是一起少女溺亡悲剧引发的“生命权”
官司，从今年6月到现在，各方“拉锯”持续两个
月，至今仍无结果……

6月22日，3名女孩在通江县一乡村堰塘玩
耍，其中一女孩在拉皮筏上的另外两女孩时掉
入水中不幸溺亡。7月，溺亡女孩父母以“生命
权纠纷”为由，将另外两女孩、堰塘“承包人”和
村委会告上法庭。

在此次事件中，小容父亲一直认为，小容
的生命终结，其他两女孩是直接受益人。根据
小容父亲的起诉状，理由是在此次溺水事件
中，被告小艺和小涵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看管
义务应当承担责任，同时，小艺和小涵是受益
人。堰塘的所有人和承包人未尽到危险提示义
务、安全管理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为了保
护原告（肖建华和妻子）的合法权益，故根据

《民法总则》第183条、《侵权责任法》第37条等
相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起诉。

此案8月20日开庭后，法院组织调解，但
最终以失败告终。因各方关于赔偿问题未达
成一致，目前几家人都在等待法院最终判决
结果……

小艺（化名）的家长：是小容（死者化名）叫
她（小艺）去的，小容的母亲监管责任更大

小涵（化名）的家长：小涵才6岁多，“都是
听她们的话”

堰塘“承包人”：已不再经营堰塘，且在外
打工，我很冤

起诉
理由

理由1：3个孩子的家长都没能尽到监管义
务，应该承担相关责任。我自己承担50%责任

理由2：在整个事件中，两个同伴是受益
人，其家长应对自己孩子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理由3：堰塘没有护栏，有危险提示义务，
“承包人”闫秀也应该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被告
说法

堰塘监控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