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三”硫酸泼女童，申请减刑被驳回
法院：犯罪情节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未能消除

本报5月22日讯 21日晚10时
许，长沙县公安机关对黄花镇一赌
博窝点进行查处时，多名参赌人员
夺路而逃， 其中一名50多岁的女
子柳某跳楼逃跑，结果经抢救无效
身亡。

22日上午10时， 三湘都市报
记者来到事发现场。

“从2楼跳下来，加上负一楼，有
3层楼高。” 死者柳某的儿子肖理告
诉记者，21日晚上9时34分左右，母
亲从自家经营的麻将馆中离开，前
往马路对面这家赌博窝点， 没想到
遇到公安抓赌，为逃避赌博，才想跳
窗逃跑，“前面两个男的跳下去没
事，母亲才跳的，她颈部先着地。”

肖理说，该赌博窝点去年曾被
打击处理过， 没想到又死灰复燃
了。“听说是一种叫‘划船’的赌博，
金额挺大的。”

22日下午4时， 长沙县公安局
就此事发布通报称，5月21日晚11
时许，根据群众举报，该局在黄花
镇一民房查处一起赌博案件，现场
抓获20名参赌人员。 查处过程中，
一名涉赌人员为逃避查处从三楼
跳下受伤。 民警迅速联系120急救
人员，将其送往医院抢救，经全力
抢救无效死亡。 ■记者 杨洁规

警方突击查赌
女子跳楼逃跑身亡

7项首创！长沙地铁4号线列车亮相
本报5月22日讯 长沙地铁

4号线一期工程最快有望今年
年底投入使用。 今天，4号线首
列车抵达长沙地铁4号线星城
车辆段，下阶段将开展综合联调
联试工作。据长沙市轨道交通集
团介绍，4号线其它车辆正在生
产制造中， 计划今年12月底前
32列车全部交付到达车辆段。

4号线线路色为紫色，对应
4号线列车主题色也是紫色。据
介绍， 列车外观设计灵感来源
于麓山寺后白鹤泉， 抽象呈现
出白鹤起飞瞬间姿态， 结合紫
色主题色更显优雅和富有动

感，展现着古城长沙非凡活力。
相比长沙地铁1、2号线列车，4

号线列车更舒适更节能也更环保。
据介绍，4号线列车有7项首创，即：
列车表面首次采用金属漆工艺，视
觉效果更佳，耐候性能更优；列车
电路首次采用可编辑逻辑控制单
元（LCU）替代机械触点继电器，可
提高车辆控制电路的可靠性，减少
检修维护工作量；空调系统首次采
用变频热泵式空调机组，可根据客
室实际制冷制热需求调节运行频
率，乘坐环境更加舒适，更为节能；
列车风道首次采用高分子复合材
料， 具有更优的防火及隔音性能，

且较原铝合金风道减重近40%；列
车首次取消车载制动电阻，每列车
减少重量约1000Kg； 制动系统首
次采用基于单个转向架控制的制
动系统，系统控制精度高、响应时
间短、冗余度高，安全可靠性能更
好；多媒体显示屏首次采用21.5寸
高清LCD显示屏，乘客视觉效果更
佳。另外，列车采用带降噪环的S型
幅板结构车轮、 全新结构车窗玻
璃、双层棚布贯通道、中空密封结
构隔声车门、双层结构地板、喷涂
阻尼材料侧墙等隔音降噪措施，增
强了列车隔音水平。

■记者 陈月红

省民政厅按照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
行宗旨和彩票公益金使用原
则， 将省级福利彩票纳入部门
预算进行管理， 经省财政厅批
复后组织实施。2017年安排省
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预算额度
62418万元，主要用于：

一、老年人福利类42280万
元。其中：用于全省敬老院照料
护理型床位建设补贴135所，资
金8000万元； 社会福利机构建
设项目109个， 资金30780万
元； 农村养老试点县建设项目
20个，资金1000万元；日间照
料中心建设100个， 资金1000
万元； 光荣院及优抚医院建设
项目10个，资金1500万元。

二、 残疾人福利类项目
1800万元。其中：全省贫困肢残
人员免费装配假肢及辅助器具
救助项目500万元；省荣军医院
医技楼建设1000万元； 全省优
抚对象短期疗养和医疗巡诊
300万元。

三、 儿童福利类项目2200
万元。其中：用于全省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保障2000万
元；孤残儿童“明天计划”住院
治疗及营养康复服务项目200
万元。

四 、 社 会 公 益 类 项 目
16138万元。其中：用于全省殡
葬设施建设项目21个， 资金
7000万元；社区公共服务信息
平台建设及社区建设项目402
个，资金3498万元；救灾物资
储备仓库建设项目7个， 资金
1400万元；省级福彩公益金开
展政府购买服务4000万元，主
要用于全省1024个乡镇社会
工作服务站建设；用于对口援
藏等经费240万元， 主要用于
支援西藏山南地区和三峡库
区移民等民政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

湖南省民政厅

本报5月22日讯 5月21日
上午，郴州消防接群众报警称，
车头镇龙泉村一座荒山上伐竹
妇女被滚石埋压， 情况万分危
急。 郴州嘉禾县公安消防大队
立即出动3辆消防车，共21名指
战员赶赴现场， 争分夺秒展开
生死救援。

背负设备徒步上山

上午9时46分，接警后消防
官兵迅速赶到事发的荒山脚
下。

“山上并无铺装路面，消防
车无法进入。”指挥员立即命令
所有指战员下车， 背负救援设
备步行上山。 全体指战员肩扛
手抬， 背负着大大小小30余件
设备，冒着过人高的荆棘、满地
锋利的竹根和不时飞舞的马
蜂， 徒步1.6公里， 爬升近200
米， 于10时26分左右到达事故
现场。

被困的是一名中年妇女，
在山上伐竹时，被一块重约0.5
吨的滚石埋压在山坡上一处小
坑内。 从外部观察只能看到被
困妇女的头部和脚部， 其他部
位全部被大石压住，此外，其左
手、左腿被巨石直接压住，髋部
遭受重大伤害，可能多处骨折。
幸亏小坑有突出的石块作为支
点，女子头部及躯干未受重伤。

精准救援移开巨石

见到消防官兵到来， 被困
女子瞬间点燃了求生欲望，“快
救救我，救救我……”一边痛苦
呻吟，一边不时地向官兵求救。

事发现场情况十分复杂， 巨石
两面向坡，不能站人，仅剩不到
1平方米的狭小场地可供救援
操作。此外，该妇女双脚、头部、
右手三个方向均不能作为巨石
移开的路径， 仅剩左手一个极
小角度可供移动， 救援必须十
分精准， 否则巨石滚动造成二
次伤害极可能直接给妇女致命
一击，甚至埋压救援人员。

指挥员经过仔细地勘察
现场后， 果断下达救援命令，
利用机动液压撑顶工具和撬
棍配合进行救援，一方面利用
撬棍对石头周围进行稳固，防
止石头在挪动过程中对被埋
压群众造成二次伤害，另一方
面利用液压撑顶器慢慢撑开
巨石。在救援过程中，由于位
置狭小，不能有效地开展救援
装备，被困人员被困时间情绪
比较激动，官兵一边救援一边
还要安抚其情绪。

随着撑顶器马达的轰鸣，
石头逐渐向左侧倾斜出一条缝
隙。5名战斗员迅速各用一根撬
棍稳定好被困人员三侧， 防止
巨石打滑。每撑开数厘米，五根
撬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位置，
确保巨石移动路径、 移动角度
精确，继而撑顶器再调整位置，
寻找最佳受力点。

经过数次调整， 巨石终于
分厘不差地从左侧指定路径翻
滚下去，至此，被困人员已安全
救出。

上午11时12分，消防官兵
将受伤人员背负至医护人员救
护地点， 交由县人民医院进行
救护，救援任务圆满完成。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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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悬一线！千斤巨石埋压农妇
郴州消防在1平方米场地展开精准救援，1个多小时将农妇救出

湖南省民政厅关于2017年度
省级福彩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

长沙地铁4号线列车“长”这样。 长沙轨道交通集团 供图

本报5月22日讯 怀孕
的“小三”周静因为已婚情人
不肯离婚、联系不上，向对方
女儿泼浓硫酸报复，导致6岁
女童一级伤残，严重毁容。本
报曾持续关注的6岁女童遭
“痴缠女”强酸毁容（详见本
报2012年10月31日A06版、
2013年 12月 19日A15版 、
2014年2月28日A15版）近日
有了新进展，在服刑三年后，
被判无期徒刑的周静申请减
刑。

近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定该犯不予减刑。

2014年， 长沙市人民检
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周静提
起公诉。 周静被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湖南省女子监狱服刑
三年后，周静申请减刑。执行
机关以周静在刑罚执行期间
确有悔改表现为由， 报请省
高院将其无期徒刑的刑罚减
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 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改为剥夺政治
权利十年。

省高院依照《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减刑、 假释案件审

理程序的规定》，对该案进行
了公开开庭审理。 经审理查
明， 罪犯周静在刑罚执行期
间，虽能够遵守法律法规，接
受教育改造， 但在有部分履
行能力的情况下未能积极主
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
义务，截至减刑案件审理时，
对被害人的赔偿义务仍有近
60万元没有履行。 省高院认
为， 罪犯周静犯罪情节极其
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影响恶
劣。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
节、 危害后果及其履行赔偿
义务的情况， 罪犯周静给被
害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社
会影响未能消除。 遂依法裁
定对该犯不予减刑。

记者了解到， 省高院对
减刑假释案件， 严格审查标
准，规范审查程序，狠抓审判
质量， 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
件的罪犯一律不予减刑假
释。今年1-4月全省法院审结
的减刑假释案件中， 裁定不
予减刑80件， 占比1.89%；裁
定不予假释6件，占比2.15%。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欧嘉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