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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去年初， 贵州凯里地

区的微信公众号《凯里人论坛大健

康》转发了《澎湃新闻》的一篇文

章，最初平安无事，不料一年左右

的时间，此事被抬上“桌面” :声明

对相关文章具有著作权的上海东

方报业公司，一纸诉状将凯里人论

坛告上了法庭。

据凯里人论坛负责人赵斌介

绍，2018 年 2 月 10 日，《凯里人论

坛大健康》转发了一篇题为《胸痛

请举手，抽筋请举手……举手什么

时候成了万能的神奇？ 》的微信文

章，更改标题为《举手真的很神奇

吗？ 》。

经查，这篇文章系“澎湃新闻”

微信公众号首发，也就是说，该公

众号具有该篇文章的创作权。

此文发布后， 最初相安无事。

但到了今年 1 月上旬，上海东方报

业公司给凯里人论坛的办公邮箱

里发来了律师函。

该律师函指出了凯里人论坛严

重侵权的事实，并索赔 3500元。

赵斌说:“收到函件， 我做了两

件事， 首先是迅速查清这篇文章在

《凯里人论坛大健康》 平台的转发

情况，并且将文章删除；其次与对方

律师沟通，沟通中，我们认可违法事

实客观存在， 并表示愿意给予适当

经济赔偿。 ”

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

为赵斌给的补偿只有 500 元，在对

方看来，这价码开得太低。

“我们的价码低是有道理的，因

为这篇文章的点击量不到 10次。”赵

斌说，最终双方没达成一致意见。

2019年 3月 10日， 赵斌接收到

了上海普陀区法院的传票以及相关案

卷材料。这些材料显示，索赔金额从原

来的 3500元提升到了 10000元。 对

方在诉状中称， 索赔金额包括经济损

失和维权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意料之中的事。 ” 赵斌说，他

没有立马辩驳，而是先向上海普陀

区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争议的文章是在贵州凯里转发

的，也就是说，事发地在凯里，为何要

到上海去开审此案？ ”赵斌说，目前，

他已向上海方面提交了自己的管辖

权异议。

就此事，记者昨日与负责该案

件的上海某律师事务所的徐律师取

得了联系，希望了解该案的相关情

况，但徐律师说，暂时还不方便透

露。 （戈晓雯 本报记者 吴如雄）

凯里一自媒体被原作者起诉索赔 10000 元

本报讯 4月 13日中午，贵阳市

窦官村金朱西路旁的一条小河中，一

名两岁多的小男孩不慎掉入河中，被

吸入一根直径约 70厘米、 长约 550

米的灌溉管道内。 事发后，当地消防

等多部门紧急展开营救， 近 5 小时

后，孩子被找到，但遗憾的是，男童被

送到医院后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当日 13时 30分， 金朱西路消

防中队接到调度后， 立即出动抢险

救援编组 2车 12人赶往现场。

消防救援人员在前往事故现场

途中与报警人联系得知， 现场一名

2 岁多的男孩在河边玩耍时， 不慎

被卷入一水管中，因水流较大，水管

长度不明，遇险人员位置不能确定。

救援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发现，

铁质水管直径约为 70厘米的，全长

约 550米，有近 320米埋入地下。

消防救援人员随即展开搜救，首

先派出人员守住管道出水口。 与此同

时，当地应急部门、朱昌镇政府、派出

所、120、村委会等相关单位及人员相

继到场，并成立了现场指挥部。 消防

人员把现场警戒工作移交公安民警

后， 随即对管道入水口进行封堵，并

开始排查第一段约 20米长的管道，

经初步排查，第一段裸露管道无人。

14 时 37 分， 经村委会领导协

调调派了氧焊师傅对裸露段管道进

行切割，切割完毕后确认此段无人。

14 时 57 分， 为排除人员有掉

入河中的可能， 一名消防潜水员对

事发点河道水域进行排查， 后经确

认无人。

15时 20分，消防人员与管道施

工方进行沟通得知， 在管道约 400

米处有一直角转弯， 但经排查后未

发现遇险儿童。 15时 22分，管道尽

头已无水流出， 且在管道出口值守

的消防人员反馈未发现遇险儿童。

经与管道施工方和群众的交流

得知， 该管道在窦关公租房入口岗

亭旁曾有过损坏后重新焊接的情

况。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将该区域确

定为搜救重点区域， 决定通过以埋

入地下的管道进行分段挖掘排查的

方式，搜寻遇险儿童。

15时 37分，在应急部门的统一

指挥下， 当地政府和村委会联系调

集挖掘机与氧焊工， 对窦关公租房

入口岗亭旁 10 米处进行挖掘和切

割，发现该处前方有一个蓄水池。 18

时许， 在向前挖掘时发现了遇险儿

童，其位于管道进水口约 200米处。

18 时 31 分， 消防指战员层层

切割破拆，最终将遇险儿童救出，移

交给 120救护人员。

遗憾的是，孩子被送到医院后，

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本报记者）

两岁男童卷入水管 多部门紧急营救

近 5小时后孩子被找到，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走了

本报讯 4 月 14 日， 遵义一位

司机在高速公路行车， 途中电话突

然响起。 就在他低头拿手机接电话

的一瞬间，车子方向跑偏撞上护栏，

导致车头严重受损， 前轮被撞脱

落，他本人也因受伤，困在车内。

当日 14 时许，遵义杭瑞高速

交警大队五中队民警接到报警

后，立即赶到事发现场红花岗区

深溪镇路段，只见事故车辆停在

应急车道上， 车头受损严重，现

场满是碰撞散落物。 车辆左前轮

被撞脱落，驾驶员腿部受伤被卡

在车内。

30 分钟后，当地消防和救护车

先后赶到现场，消防人员用液压钳

将变形驾驶室部位破拆后，将伤者

成功救出并送医。

“悔不该接听电话。 ” 司机王

某说，事发前，他驾车经过该路段

时，手机突然响起，他便低头接电

话，殊不知就在这刹那间，车辆方

向跑偏，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

随后， 车辆在巨大的撞击力

下， 又被弹开停在应急车道上，导

致车子被撞得散架。

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因系了安

全带，这才没被弹出车外，但因车

头严重变形，他受伤被卡车内。

（本报记者 黄宝华）

低头接个电话 车子撞散架了

被撞得散架的小车

本报讯 “我还没反应过来自己

被偷，民警就帮我把手机找回来了。 ”

昨日下午， 贵阳市民何女士走在路上

时，一名小偷趁其不备盗走她的手机。

谁知小偷还没来得及跑， 民警就现身

将其抓获，前后不到 1分钟。

何女士说，昨日 15时许，她正走在

蔡家关路上， 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喊她。

她转头一看，只见一男子被其他几名男

子按倒在地。其中一名男子对她说：“我

们是警察， 刚刚这个人偷了你的手机，

你不要着急。 ”至此，她才醒悟过来。

据金关派出所民警介绍， 被当场

抓获的张某曾因盗窃被民警抓获过。

今年 3月份再次盗窃并逃离贵阳。

昨日下午，民警通过监控发现，张

某出现在蔡家关周边， 于是立即对其

展开抓捕行动。 当民警赶到蔡家关下

寨路附近时， 正好看见张某尾随在何

女士身后， 将何女士的手机偷到自己

的包里，于是立即上前将张某抓获。

目前， 民警已将手机归还给何女

士，并对该案进行进一步处理。

（本报记者 李慧超）

小偷刚刚得手

民警突然现身

手机还没捂热就被捉住

微信公众号转载文章惹官司

本报讯 昨日晚，体彩超级大乐透

开奖， 黔东南州施秉县城关镇县府路

16 号 5205005505 网点，中出超级大乐

透第 19042 期一等奖 2 注 2000 万元，

追加 2注 1600万元，合计 3600万元。

（本报记者 吴如雄）

施秉县一彩民

中了3600万元

超级大乐透 19042 期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