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发云岩区黔灵镇，已致 4

死 1�伤，救援仍在进行中

村民自建房屋

意外发生垮塌

村民滥伐林木

被判修复生态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人民检

察院获悉，7 月 11 日， 被告人龙某

某滥伐林木案当庭宣判， 被告人龙

某某获刑以外， 还需承担生态修复

责任。

据了解，2017 年 6 月， 被告人

龙某某以每株 30 元的价格，购买了

松桃县石梁乡村民何某某家位于万

家湾山林里的杉木。从 2017年年底

至 2018 年 10 月， 龙某某在没有办

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 先后

三次雇请他人砍伐林木。

经鉴定， 被砍伐的林木蓄积为

21.3113 立方米， 砍伐伐桩 94 株，

树种为杉木， 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

和森林资源破坏。

当天， 江口县人民法院审理后

当庭宣判， 判决被告人龙某某犯滥

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

刑一年， 一年内补种杉木或马尾松

470 株并保证存活， 并以相关部门

验收合格为准。

（龙诚 本报记者 梁俊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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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0 日， 一名年轻

女子站在赤水河中准备轻生。 当消

防人员向她靠近时，她突然起身跳

向河心，被洪水卷走。 所幸，早有准

备的消防救援人员跟着跳入河中，

将她救起。

当天中午 12 时左右， 遵义赤

水消防中队接到报警称：在赤水城

区赤化路老船厂斜对面赤水河中，

有一名 20 多岁的女子， 准备跳河

轻生。

赤水消防中队救援人员赶到

现场时，只见这名穿着白色防晒服

的女子，沿着筑在河中的拦水堤坝

已走至河心，因持续降雨，拦水堤

坝已被河水淹没， 女子站在堤坝

上，河水已没至膝盖位置。

“女子的姐姐， 穿戴着救援

设备，站在靠岸一侧的堤坝上，劝

说她放弃轻生。 ” 消防人员说，他

们也利用劝说之机， 慢慢靠近该

女子。

据悉， 女子前方河道的河水，

深 10米左右。 且因水流湍急，一旦

纵身跳下， 瞬间会被冲出数米远。

为防万一，3 名消防救援人员乘坐

救援船，从下游驶向该女子，做好

拦截救援准备。

在现场，女子的姐姐一直在劝

说， 但收效甚微。 持续 10 多分钟

后，女子仍无放弃轻生的念头。 救

援人员每向前靠近一步，女子则向

河心走一步， 并大喊 “不准靠

近” ！

当救援人员试图慢慢靠近

时，该女子突然纵身跳向河心，瞬

间被冲出数米远。 而此时，下游救

援船已靠近至离她数米的位置。

船上的救援人员见状， 也立即跳

入河中。

据消防救援人员介绍，当他们

靠近该女子时，该女子仍在继续挣

扎不配合救援。 挣扎中，她身上所

穿的白色防晒衣和遮阳帽被水冲

走。 一名消防人员潜至水下顶起女

子脚底，将其用力顶出水面。 在其

他救援人员配合下，该女子被救上

船，送回岸边。

随后，轻生女子随民警和家人

前往当地派出所。 据悉，该女子系

四川成都人，或因纠纷协商不成而

欲轻生。 因救援及时，该女子并未

受伤，目前具体原因当地相关部门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记者 黄宝华）

赤水河洪流中 消防跳水救人

因救援及时，女子成功获救

本报讯 一名 78岁的老人从广

西来到贵阳， 准备寻找已经失去联

系 50 多年的亲人， 但贵阳变化太

大，他多番寻找始终没有线索。 7月

10日，他来到云岩公安分局普陀路

派出所求助后， 民警从上万个同名

同姓的人中进行排查， 最终帮他找

到亲人，实现多年的心愿。

7 月 10 日下午 4 点左右，4 名

老人急匆匆地走进普陀路派出所

110值班室，请求民警帮助。副所长

俞飞当天值班， 热情地接待了老

人，仔细聆听了他们遇到的困难。

寻亲老人姓潘， 今年已是 78

岁高龄，家住广西省柳州市。

老人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

一张黑白照片， 并称这是他的姨

妈。 “姨妈住在贵阳，自从 1967 年

与姨妈失去联系后， 已经 50 年未

见过面。”老人说，姨妈年龄和他差

不多，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十分

想念姨妈，很想见她一面。

老人能提供的线索就是姨妈

的名字、家住在火车站附近。 但 50

年过去了，贵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老人来到贵阳火车站后完全

迷失了方向，寻亲过程如同大海捞

针，毫无线索。 无奈，他来到派出所

求助。

虽然按照属地划分该警情并

不属于普陀派出所辖区，但考虑到

老人年龄大，行动不便，听完老人

的述说后， 俞飞不断安慰老人，并

承诺帮他们寻找亲人。

通过多年分管社区警务的工

作经验，俞飞运用社区实有人口平

台进行查询。 输入姓名后，得到的

结果上万条。 俞飞按照年龄、性别

等进行排查， 将目标缩小到上百

人。

随后， 俞飞对这上百人逐一进

行筛选，并让老人一一进行辨认。经

多番核对， 家住贵阳市南明区瑞金

南路的一名老人疑似度很高。 民警

随后通过登记的电话核实发现，此

人正是老人寻找的姨妈。 老人喜出

望外，随即前去与姨妈相聚。

“太感谢你了，帮我实现了多年

来的心愿。” 7月 11日上午，4名老

人特意赶制了一面写着 “作风严

谨、为民办事” 的锦旗送到派出所

致谢。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讯 客人在酒店客房卫生

间摔伤后，酒店该不该承担赔偿责

任？ 日前，遵义市红花岗区法院就

受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法院在审

理后认为， 客人系在私密空间摔

伤，且酒店已尽到相关义务，客人

需对摔伤行为自行负责，酒店不承

担赔偿。

7月 11 日，红花岗区法院发布

了该案的详细情况。 据悉，这位客

人申某，系深圳市人。2017年底，申

某随单位来遵义学习考察，并在红

花岗区某酒店入住。 与申某同住一

个房间的，还有他的一名同事。

当晚 22 时左右， 申某不小心

在客房卫生间摔伤， 酒店闻讯，立

即与其同事将他送至医院治疗，并

支付了相关费用。

后来， 申某回到深圳继续治

疗。 康复后，申某认为，自己在酒店

摔伤，酒店负有相关责任，于是向

红花岗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酒店

赔偿各种损失 5万余元。

在受理该案后，红花岗区法院

法官前往事发房间，发现该房间卫

生间、洗漱间、洗浴间共为一体，洗

浴区与洗漱区有滑动玻璃门相隔

离。 卫生间的地上，还有防滑垫、地

巾等设施。 同时，酒店方还在卫生

间墙上标有醒目的 “小心地滑、小

心玻璃”提示。

法院认为，酒店作为对外营业

场所，对进入酒店的客人有安全保

障义务，申某在卫生间摔伤，但酒

店方提供了相关设施，做到了提醒

义务。

法院同时认为，客人系在客房

卫生间摔伤，相对酒店公共空间而

言， 卫生间属于客人的私密空间,

这与酒店大堂等公共空间安全保

障义务，有本质区别，酒店员工无

法随时对卫生间进行打扫确保不

湿滑。

最终， 法院认为在本案中，被

告方酒店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

应对申某的摔伤负责，因此驳回了

申某的诉讼请求。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7月 11日早上 5 时许，

贵阳市云岩区黔灵镇万江小区长冲

二组一栋三层楼的村民自建房发生

垮塌。 事件发生后，省、市、区迅速组

织力量开展救援工作。

15时 30分， 现场又救出 1 人，

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截至目前，共救出 5�人。 1�人

轻伤，其余 4�人经抢救无效不幸遇

难。 因现场救援难度较大， 仍有 2�

人被困，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 贵阳

消防救援支队、中国安能救援队、中

建四局一公司救援分队等 6 支救援

队正在紧张进行救援。 同时，在现场

联合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 已对周

边 500余名群众进行疏导安置。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日前，一男子醉酒后谎

报假警， 被榕江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10日。

7 月 7 日晚 23 时，榕江县公安

局古州派出所接报警： 一男子称在

古州镇辣子寨平安加油站附近被 5

名男子持刀抢走一辆三轮电动摩托

车（价值 5000余元）。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经

了解核实，报警者周某某当日晚在左

某某家喝酒，因醉酒，左某某的儿子

将周某某夫妻二人送回家后，将周某

某的电动三轮车开回家中保管。

之后，醉酒的周某某独自从家

中出来，到古州镇滨江一号“一商

店” 内借商店老板的电话报警，谎

称自己在辣子寨平安加油站附近

被 5 名男子持刀抢走三轮电动摩

托车。

根据相关规定， 警方对周某某

处以行政拘留 10日。

(吴学良 吴如雄）

失散 50年，78岁老人来筑寻亲———

民警排查万余名字 帮他找到亲人

上厕所时摔伤 客人索赔 5万元

法院：酒店客房卫生间属私密空间，需自行负责

■新闻速递

男子谎报抢案

被处10日拘留

女子获救

救援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