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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四川遂宁市河东新区社会事业
与群众工作局在官方微博@遂宁河东 发布通
报称，对一教师不当言论作出调查处理。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该局得知，该老师的
不当言论系在班级群表示“几名学生成绩拉了
班级后腿”。

通报称，“2019年11月12日，河东新区洋渡
实验学校教师陈某在班级QQ群发表不当言
论，我们立即介入调查。经查属实，已对涉事教
师严肃处理，并与家长沟通。下一步，我们将切
实加强师德师风教育，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心关注，让我们共同努
力推进河东教育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网上流传有该校老师在班级群
给“各位家长”留言称语文半期成绩出来了，

“80分以下5个”，这几名学生拉了班级后腿，并
称这5个人应该为全班感觉羞愧，“让我们班丢
脸”。有家长随后在群中表示，老师不应该歧视
学生，并随之引发了老师与家长的争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向遂宁市河东新
区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求证此事，得到的回
应为该通报确系单位所发，涉事老师确实因在
班级群提及部分学生拉了班级后腿，造成社会
舆情，随后作出调查处理。

在通报发出后不久的11月15日16时许，@
遂宁河东在官微评论区以图片评论的形式“补
充”了一份具体的处理意见，对涉事老师作出
全校通报批评、停课反思一周、书面检查，以及
取消近两年评优晋级资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11月18日上午，四川省攀枝花市台联路
段，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后方发动机突然冒
烟，正在执勤的交警急忙协助驾驶员疏散乘客
和群众，并快速查看情况，在增援警力的协同
下，最终这辆冒“青烟”的公交车被拖离现场。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秩序辅
警谢海介绍，当日上午10时许，其在台联路段
执勤时，发现一辆尾部冒着浓烟的18路公交车
正在减速停车。情况紧急，为避免发生严重后
果，谢海协助驾驶员迅速疏散车上乘客、周边
群众及过往车辆，并向指挥室通报了现场情
况。执勤民警迅速开展人员疏散及车辆分流工
作，在现场交警和公交车驾驶员的共同努力
下，现场得以有效控制，车体停止继续冒烟。随
后，为防止因坏车发生二次事故和交通堵塞，
骑警刘惠民将冒烟公交车引导至机场路导流
带等待救援，及时恢复了台联路段交通。

经过公交公司抢修人员确认，该公交车系
油路老化发生机油泄漏，泄漏的机油遇车辆高
温零部件后，形成“青烟”。10时30分许，冒烟车
辆被公交公司拖车拖离现场。

民警提示：机动车使用几年之后，自身的
电器线路开始老化，而且车内进入尘土等污
物，也可能腐蚀电线的绝缘层。因此，广大驾
驶员要做好车辆的日常检查，勤于保养，防止
电路老化而引起汽车自燃。同时，要随车配备
灭火器，注意检查是否超过年限，保证车用灭
火器正常有效。行驶过程中一旦发生火灾，首
先应尽快报警，并利用随车配备的灭火器做初
期扑救。陈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警方供图

油路老化致机油泄漏

攀枝花一公交车
跑着跑着冒“青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309期开奖结
果：354，直选：596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
选 6：12135 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18332535.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309期开奖结
果：35411，一等奖30注，每注奖金10万元。
（358563592.1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133期开奖结
果：5593553，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
二等奖8注，每注奖金39061元；三等奖96注，每
注奖金1800元。（17496759.51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20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19133期开奖结果：03 07 16 21 24
31+07。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309期开
奖结果：34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因为4名初中女生集体失联事件，“九
妹”这个名字在广安武胜县城一时街知巷
闻。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日前获悉，当
日与4名女生同行的“九妹”已被批捕。

11月1日，来自四川广安武胜县的4名
失联初中女生，最后在广州被警方成功找
到，而将她们带到广州的人，正是“九妹”。
若不是被及时找回，这4名初中女生，很可
能会跟着“九妹”在广州当地打工。

实际上，“九妹”是她辍学进入社会后
人们对她的习惯称呼，此前还曾因发音被
许多人误传为“酒妹”。很少有人知道，这个
16岁的“九妹”本姓雷。

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当初为什么带
4名女孩走上“南下之路”？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近日多方采访，试图揭开事件背
后真相，以及关键人物“九妹”的面纱……

在班级群称学生拉后腿
四川遂宁一老师被通报批评

广安4名初中女生失联事件背后：

“九妹”年仅16 已被批捕
其父：她犯了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如今，因为4名初中女生集体失联
事件，让广安武胜这座小县城不少人都
知道了“九妹”这个名字。

“九妹”，并非因她在家中排行老
九，而是她辍学进入社会后人们对她的
习惯称呼，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
16岁的女孩本姓雷。在父亲雷先生印象
中，“九妹”其实是女儿最初的QQ网名。
雷某自己似乎也对“九妹”这个称呼情
有独钟，她甚至特意找人将“九妹”两字
纹在自己右手靠虎口位置的手背上。

奶奶段某说，因为儿子儿媳要在外
面打工挣钱，孙女雷某从小到大几乎都
是跟随她长大，“小时候还是听话，后头
就不怎么听话了”。

雷某曾在武胜县城、重庆合川等地
上过学，但上了初一便辍学。雷先生说，
当初之所以送女儿到合川上学，是因为
当地有一所封闭式学校，他希望这样子
能够让女儿好好学习，但没想到女儿最
后还是不愿意继续读书。

雷某后来跟家人提出要去打工，但雷
先生觉得女儿年龄还小，应该去学一门手
艺，之后，雷某去跟人学习美甲。雷先生说，
这些年，女儿曾在武胜、南充、重庆等地断
断续续上过班，但对女儿的工作并不十分
清楚，也不知道女儿曾在KTV上过班。

另外，关于“九妹”的职业情况，一
位失联女孩的家属在看过几名女孩离
开武胜的监控视频后，其朋友跟她说，
其中一名女孩就是“九妹”，曾在当地一
家KTV上过班，听说还会喝酒。这句话
曾让这位母亲心里隐隐有些担心。

不过，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事
后采访“九妹”的奶奶段某时，她说孙女
不喝酒，家里也不会让她喝酒。此前，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武胜县城采访
时，曾有群众猜测“九妹”此前是否还带
过其他女孩去外地上班。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曾就此事联系过武胜警方，
警方表示目前尚未掌握相关线索。

尽管九妹曾在多地辗转上班，还据
说在KTV从业过，但其父雷先生说，可以
肯定的是，女儿没有赚什么钱，因为有时
还会打电话找家里要钱。“她毕竟还是个
小娃儿，能赚啥子钱，所以打电话要钱，
我们也就给她，只要她听话。”雷先生说，
女儿辍学后，又遭遇了车祸，家里为女儿
重新改了一个名字，希望她不再让家人
操心，但没想到又出了这件事。

雷先生说：“她犯了错，国家有法律
在那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奶奶段某
则更担心孙女什么时候能出来，上次办
案人员去讯问孙女通知她陪着时，她看
到孙女，心里一阵难受，在即将离开前，
她叮嘱孙女说：“要听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11月1日中午，与家人失联40
个小时后，4名女孩在1400余公里
外的广州市天河区汽车站附近被
成功找到，万幸的是，几个孩子都
平安无事。如今，这4名12—14岁的
女孩都已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而
那名被外界猜测将4名女孩哄骗出
去的“九妹”，目前仍处于拘留中。

因“九妹”是未成年人，几天
前，办案人员前去对“九妹”进行
讯问时，曾通知“九妹”的奶奶段
某陪着一起。

段某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回忆说，根据孙女的说法，4
名女孩集体失联事件，其实是4名
女孩当天没有回家，去了一位同
学家里，然后主动联系的孙女“九
妹”，让其带出去一起打工，段某
说，孙女当时见其中两个女孩年

龄太小，心里还有过迟疑，但那两
个女孩最后虚报年龄，坚持让孙
女带她们出去打工。

在4名女孩被成功找回后，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曾联系上
其中两名女孩的家人，但对方婉
拒了采访。

事实上，4名失联女孩和“九
妹”并不熟，她们只是听说过“九
妹”在外面上班，很赚钱。巧合的
是，在决定去打工的前几天，曾有
一个广州的朋友邀请“九妹”过去
上班，九妹便告诉广州朋友，自己
会带4个女孩一同去广州上班。

10月31日早上，“九妹”在家里
带了几件她平时穿的裙子让4名女
孩换上，因为4名女孩此次出来没
有做任何准备，而她们要去的目的
地是广州，那边天气也比较热。

不过，那几件比较成熟的裙子
穿在刚走出校门的4名女孩身上，
看起来特别显眼，也正因如此，几
名女孩在前往高速路口的途中，曾
引起过出租车司机的怀疑。

当时，司机曾试图从几名女
孩口中“套话”，但似乎被女孩们
识破，4名女孩几乎不参与搭话，
主要由“九妹”交谈。“九妹”当时
跟司机谎称，她们几人准备乘大
巴车去湖南衡阳参加表演。这也
是家属们在最开始发布寻人信息
时，称几名女孩很可能去了湖南
衡阳的原因。

当天中午时分，4名女孩在高
速路口，跟着“九妹”一同上了开
往广东的大巴车，坐在大巴车最
后一排。

几个女孩的下一站，广州。

事实上，乘车离开武胜那天，
是“九妹”该去医院换药的日子。

段某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两年前，“九妹”出过一次
车祸，受伤严重，前不久才在武胜
县城一家医院做手术取出体内的
钢针，按医嘱，10月31日早上“九
妹”应该到医院换药。当天早上，她
比孙女“九妹”先到达医院，取号之
后，孙女都还没有来，她又给孙女
打了几次电话催促。但最后，孙女
到医院后因为和她赌气，没有换药
便直接离开了医院。

事后证明，离开医院后的“九
妹”，当天就与4名女孩乘车离开
武胜，前往广州打工。其实，在到
达广州前，“九妹”给4名女孩说了
在广州打工的收入等，并叮嘱她
们平时上班需要准备两个微信
号，一个工作时用，一个跟家人联
系时用，有的女孩希望赚到钱后
就去买一部苹果手机，不过，“九
妹”提醒她们，赚了钱后记得将此
行路费还给她。

11月18日，“九妹”父亲雷先生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当

天（10月31日）得知女儿没有换药就
从医院离开后，他曾多次拨打女儿
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直到傍晚时
分，派出所民警打电话联系他，称女
儿和4名初中女孩一同走了。

雷先生瞬间意识到事情严重
性，他在电话里请民警一定要帮
忙把几个孩子找回来，挂断电话
后又赶紧给女儿打电话，还是无
人接听。他给女儿发消息，提醒女
儿赶紧回来去派出所，并将随行
的几个女孩也带到派出所。

但，女儿一直没有回复他。

第二天，11月1日一早，没有
收到女儿“九妹”回复的雷先生，
又联系民警，得知几名女孩还没
有找到。

不过，幸运的是，怀揣着打工梦
的4名女孩，在踏上广州土地1个多小
时后，就被警方及时找到了。就在当
天中午时分，4名女孩和“九妹”从武
胜抵达广州，在广州天河区汽车站下
车后不久，就被赶到的当地民警带回
派出所。不久前，一位与她们同乘一
辆大巴的乘客，在网上看到关于几个
女孩的寻人启事后，通知了她们的家
人，家人随后联系了警方。

据当天将女孩们从大巴车转
送到广州天河区汽车站的司机小

王回忆，他当时注意到5名女孩年
龄不大，没有带什么行李，下车
后，她们就走到距车站大约100米
的地方停下，并在那里滞留了1个
小时左右。期间，小王出于关心曾
问几名女孩“有没有人来接你
们？”但几名女孩并未回应他。不
久，他就先后接到其中一名女孩
的母亲和武胜县警方打来的电
话，让他帮忙留意这几名女孩，他
才知道这5名女孩里有4人还是初
中学生，是偷偷跑出来的。

小王随即拨打了广州当地的
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
她们带回派出所。

当天下午，雷先生便从新闻上

得知，几名女孩已在广州天河区被
成功找到，从新闻图片中，他一眼
就认出了女儿——“九妹”雷某。

11月1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相关部门证实，雷某目前
已被批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得
知，此次集体离家出走的4名女
孩，家庭情况大致相同，有的是留
守儿童，有的是单亲家庭，成绩都
一般，有厌学情绪，个别女孩此前
就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一位了
解本案案情的人士表示，无论是4
个失联女孩的家庭，还是“九妹”
的家庭，都应该从这件事情中有
所反思，注意对孩子的教育。

失联女孩母亲的朋友发来的消息

““九妹九妹”，”，是她是她
辍学进入社会后人辍学进入社会后人
们对她的习惯称们对她的习惯称
呼呼。。在父亲雷先生在父亲雷先生
印象中印象中，“，“九妹九妹””其其
实是女儿最初的实是女儿最初的
QQQQ网名网名。。雷某自己雷某自己
似乎也对似乎也对““九妹九妹””这这
个称呼情有独钟个称呼情有独钟，，
她甚至特意找人将她甚至特意找人将

““九妹九妹””两字纹在自两字纹在自
己右手靠虎口位置己右手靠虎口位置
的手背上的手背上。。

雷某曾在武雷某曾在武
胜县城胜县城、、重庆合川重庆合川
等地上过学等地上过学，，但上但上
了初一便辍学了初一便辍学。。雷雷
先生说先生说，，这些年这些年，，
女儿曾在武胜女儿曾在武胜、、南南
充充、、重庆等地断断重庆等地断断
续续上过班续续上过班，，但对但对
女儿的工作并不女儿的工作并不
十分清楚十分清楚，，也不知也不知
道女儿曾在道女儿曾在KTVKTV
上过班上过班。。

其父雷先生其父雷先生
说说，，可以肯定的可以肯定的
是是，，女儿没有赚什女儿没有赚什
么钱么钱，，因为有时还因为有时还
会打电话找家里会打电话找家里
要钱要钱。。雷先生说雷先生说，，
女儿辍学后女儿辍学后，，又遭又遭
遇了车祸遇了车祸，，家里为家里为
女儿重新改了一女儿重新改了一
个名字个名字，，希望她不希望她不
再让家人操心再让家人操心，，但但
没想到又出了这没想到又出了这
件事件事。。

跟着奶奶长大 初一就辍学
曾辗转多个城市“上班”

事 件 回 顾
4名女孩放学后未回家 主动联系“九妹”外出打工？

家 人 寻 觅
父亲意识到事态严重 曾发消息给“九妹”未获回复

司 机 报 警
4名怀揣“打工梦”的女孩 刚踏上广州1小时就被找到

名字
由来

少年
经历

家人
回忆

““九妹九妹””其其人人

持手机的女孩就是“九妹”（左一）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57
期：01300000033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157期：
01300000033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
19169期：00110000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174期：
02030230

足彩

冒烟的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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