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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拳4脚殴打公交司机》后续

提醒

觉得公交车司机态度不
好，乘客夏某智竟然冲上前去
踢打正在开车的他（见本报11
月21日A04版）。12月6日，夏
某智被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批捕。

15秒连捶公交司机18拳

11月18日， 长沙387路公
交车司机吴师傅驾驶公交车
正常行驶在岳华路上。在岳麓
区新诚小区站下客后，准备起
步前往下一站。

“我在进站前就看到站上
没有乘客在等车，车上乘客从
后门下车后，我再从右后视镜
观察确认没有乘客要上车后，
就关车门起步了。” 吴师傅回
忆， 刚一起步他就发现有一名
年长男性从公交车左前方横穿
马路， 一边招手一边走到了公
交车前方，他停车让其上车。在
吴师傅打开车门后，又有一名戴
眼镜的年轻男子跟着上了车。

监控显示，老人落座后就
开始指责吴师傅没等他。随

后，和老人一道上车的男子也
加入到争执中。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随后年轻男子竟然拳头雨点
般落向正驾车的司机，瞬间砸
下18拳， 之后还用脚踹了他4
次， 最终被身后的乘客拉开。
经法医鉴定，吴师傅的伤势被
鉴定为轻微伤。

因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批捕

“当时车上的其他乘客还
在议论不久前重庆发生的公
交车事故。”吴师傅说，大家劝
男性青年理智点不要争吵。但
男青年就是不听。

承办检察官认为，犯罪嫌
疑人夏某智这种不顾他人生
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殴打
正在驾驶作业的公交车司机的
行为，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已
危害到公共安全， 其行为涉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目前，岳麓区检察院侦监
科已依法批准逮捕夏某智。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薛伟佳 王俐

2018年6月16日， 一辆突然
失控的轿车引发大火， 打破了中
石油湖南销售岳麓大道加油站的
宁静。此时，在加油站现场，有近
30辆排队加油的汽车， 其中一辆
大巴上有47名乘客。 在这危难时
刻，加油站的员工没有犹豫、没有
退缩，用生命助人火海逃生。

来不及考虑
看见大火就扑了上去

“当时没多想，看到有火灾就
冲上去了。”回想起那次英勇救火
之举， 员工汪伏波依旧“不以为
然”，“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消
防赶来需要一定时间， 而时间就
是生命。”

6月16日是端午节小长假的
第一天， 来加油站加油的车辆川
流不息。上午11时许，一辆车牌号
为湘AA7H19的红色雪铁龙轿车
突然失控， 冲向4号加油机位，车
辆先后与加油岛、 加油机发生强

烈撞击，加油机瞬间起火，迅速蔓
延，火苗达2米多高。

火灾发生时，在加油站现场，
有近30辆车、150余人，大家乱成
了一团。

汪伏波迅速冲向起火的加油
机，果断关闭紧急停止开关，随后
拿起8公斤灭火器进行灭火扑救。
而现场另外几名当班员工王凌、
朱家龙也立即提起灭火装置围了
过来。

在值班经理张操的指挥下，
大家用了2台35公斤和一台8公
斤的干粉灭火器协同灭火， 用时
38秒，成功扑灭了明火。

此时，烟雾依然浓重，而加油
机随时还有重燃甚至爆炸的危
险。大家一边启动防火装置，一边
有序地引导司乘人员撤离。20分
钟后，援助人员赶到现场，火势得
到完全控制。 在这次应急处突事
件中，没有一名司机和乘客受伤。

生活中需要更多的平民英雄

火灾危险解除后， 部分热心
群众抱着西瓜，带着烟酒、饮料来
到加油站， 对员工们临危不乱的
英勇之举表示感谢， 但均被加油

站婉拒。
而在救火过程中， 唯一受伤

的加油站员工王凌， 经医生处理
无碍后也在当天回到了工作岗
位。面对前来慰问的群众，她乐呵
呵地重复：“应该的，应该的，这些
都是我们工作份内的事。”

事后网络及微信朋友圈上疯
狂转播这次应急救火的视频，加
油站员工的表现获得大家一致好
评。“看到这些，既感到光荣，又觉
得责任重大。”加油站当班经理张
操告诉记者， 加油站属于高危场
所， 一旦发生事故， 损失不可估
量。为此，在加油站工作的每一个
人都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的危险和
责任，“每个人都把应急处置能力
当作一项必备的技能， 大家平时
的学习特别多。”

通过“6·16”应急处突事件，
我们看到大多数时候， 老百姓的
日子是平静的， 因此大家都是平
凡的， 但当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
降临时，你会发现，一些看似平凡
的人， 会展现出他不平凡的那一
面。人们需要英雄，更需要文中加
油站这样的平民英雄， 他们是一
个民族真正的脊梁！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肖乾瑄

对于很多人来说， 福彩可能
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 为了更
好助推我省福彩工作的开展，12
月3日上午， 省政协社法委组织社
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调研全
省福彩工作，委员们表示，这次调
研打开了认识福彩的一扇新大门。
开启福彩新认识

“湖南的福彩事业要义之一就
是爱心。”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唐白玉说道。我省福利彩票发行始
于1988年，30年来始终秉持着“扶
老、助残、救孤、济贫”的公益宗旨，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展理念。

近几年来， 全省各级每年投
入福彩公益金14亿元，累计建成各
类福利公益项目2.7万个，建成敬老

院、福利院、光荣院等民政服务设
施1.2万多个， 常年保障城市低保、
特困人员、优抚对象、城乡孤儿500
多万人，开展了“福彩圆梦·福泽潇
湘”为主题的系列公益活动。
“一星半点的差错都不能有”

“这是一种安全， 另一种更大
的安全在于福彩资金的分配使用，
我们的福利彩票最终会去哪里？”
面对委员们调研中最大的疑惑，
省政协常委、 省民政厅副厅长陈
慈英介绍道，“我们的福利彩票资
金最后主要有三大去向： 第一是
占比不少于50%的返奖奖金；第
二是占比不得低于35%的公益
金， 这部分主要以财政的形式用
于社会福利等各项民政事业发

展；第三是比例不得高于15%的发
行费，主要用于彩票事业的正常运
营。湖南福彩采用省市县分级管理
体制，最大程度调动地方积极性。”

“对于国人高度关注的福彩
事业， 在资金监管上一星半点的
差错都不能有，唯有如此，才能让
老百姓买得安心、放心。”省政协
副主席胡旭晟表示。 ■沐方婷

经济信息

15秒连捶公交司机18拳，男子被批捕
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提醒：冲动是魔鬼，害人也害己

众所周知，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时，乘客的人身安全掌握
在司机的手中。无论乘客因何
原因与司机发生争执，殴打正
在驾驶中的司机，或是抢夺司
机手中方向盘的行为，都是在
绑架整车乘客的安全来向司
机施压，都是在拿车上乘客及
道路上过往车辆、行人的安全
当儿戏。因一己之私，逞凶斗
狠， 无视公共安全的行为，不
仅要受到舆论的谴责，更要受
到法律的严惩。

公交车上辱骂、殴打司机
或是抢夺方向盘的原因，多是
诸如上下车等琐碎小事引发，

但悍然出手袭击司机，随时可
能造成车毁人亡，其严重后果
无法预料。因此，乘客在乘车过
程中， 不管与驾驶员间发生什
么不快，都应遵纪守法，冷静应
对，否则，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 还可能被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夏某
智为泄私愤，对正在驾驶车辆
的公交司机不停谩骂且连续
暴力击打， 无论是否造成严重
后果， 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对于此类案件，检
察机关将予以坚决打击、 严厉
惩治，以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冲动是魔鬼，害人终害己

“6·16”应急处突英雄：

惊魂38秒！他们救了百余人性命

省政协委员支招湖南福彩事业发展

重细节 平安行
12月6日， 由长沙市开

福区文明办主办，长沙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开福大队承
办的“重细节 平安行”主题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在开福
区风帆广场举行。活动通过
遵守交通安全集体宣誓，青
少年交通手势操表演，开展
交通安全画展评比等多种
形式，倡导交通安全理念。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肖强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月 6日

第 2018333期 开奖号码: 2 8 8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441
322
0

1040
346
173

458640
111412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 12月 6日 第 2018143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4 06 15
奖池累计金额 ： 1328627871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28 32 33 蓝球: 14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117
1547
56970

1124440

7428130

16
3
44

2509
49930

326620

0
253048
3000
200
10

5

6480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