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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
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
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 乘客
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具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1. 在夜间行驶或者恶劣天
气条件下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
上实施的；

2.在临水、临崖、急弯、陡坡、
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桥隧路段及

其他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实施的；
3.在人员、车辆密集路段实

施的；
4. 在实际载客10人以上或

者时速60公里以上的公共交通
工具上实施的；

5.经他人劝告、阻拦后仍然
继续实施的；

6.持械袭击驾驶人员的；
7. 其他严重妨害安全驾驶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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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26日

第 2019109期 开奖号码: 1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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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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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080
0

551524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行凶现场， 受害人满身血
迹， 有人因害怕纷纷逃离，有
人主动站出来救助。2018年7
月3日， 娄底市娄星区长青地
下商业街发生一起命案：一湖
北籍男子持刀行凶。望着脸色
苍白、血流不止的受害女子，邱
波和表姐陈斯妮想也没想就
冲上去，一个帮助按住伤口止
血，一个拨打120。

危急关头，助人还是自保？
这对姐妹花以实际行动给出
了坚定的答案。近日，邱波和陈
斯妮这对表姐妹当选了湖南
好人。

“那女孩满脸苍白，全身
都是血。”2018年7月3日晚，
邱波和表姐陈斯妮在娄星区
长青地下商业街一个小吃店

吃东西。 就在他们准备起身
离开时，店外人群骚动起来，
一位满身血迹的女孩倒在了
人群中。

见此情景，大家纷纷跑开。
有几个胆子大点的， 也只是躲
在远处观望。 看到女孩求助的
眼神， 邱波两姐妹想也没想就
冲了过去： 一定要救救这个女
孩。 走近女孩时， 邱波俯下身
子，认真查看女孩的伤口：左后
背肩胛骨处有一道明显刀伤，
鲜血浸透了衣服。

因现场没有止血的东西，
又害怕女孩伤口会出现感染，
情急之下，邱波用卫生纸捂住
女孩伤口。由于伤口太深，鲜血
染红了一张又一张的纸巾。“救
护车一下子赶不到，再这样耗
下去就危险了。” 为了抢时间，
姐妹俩扶着女孩拦了一辆的
士就往最近的医院赶去。

因救护和送医及时， 医院
当晚对该女子实施了手术 。
“刀子从胸后背刺入， 穿破胸
膜，伤及肋骨，情况非常危险。”
主治医生感慨地说，“幸亏得
到专业的紧急救护，否则后果
很难说。” 看到受伤的女孩病
情稳定，已无大碍，陈斯妮和邱
波姐妹才离开。

惊魂未定的邱波回到家
后才发现，自己背包和衣服上
都是血，但看到那个女孩已经
脱离了危险还是很开心，“我本
来就是一名医护工作者，救死
扶伤是我的职责，虽然当时自
己内心也很害怕，但如果当时
没救她， 那我会后悔一辈子。”

■记者 张浩

本报4月26日讯“你值得拥
有，小老鼠火锅店，欢迎油炸，火
锅焖煮。”4月23日，微博网友“黑
逗的爸爸的爸爸”发文称，在小龙
坎老火锅解放西路店就餐时，在
桌边的景观台发现一只活蹦乱跳
的小老鼠。

“向服务员反映问题后，他们
当着我的面用桌面上我们刚用过
的筷子和菜碗将活鼠夹走了。”网
友表示，就餐后不久，女友就出现
腹泻问题。 据其提供的点评截图
显示， 在网友反映门店出现活鼠
时，商家回应称：“不好意思，我们
近期都在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也
发现有老鼠。”

记者了解到，4月23日，该网友
在店内消费279元，目前已退还。

值得注意的是， 小龙坎长沙
门店并非首次发生食品安全问
题。2018年5月29日，长沙市定王
台食药监所前往小龙坎五一大道
店展开突击检查时发现， 菜品洗
漱池旁活蟑螂正在爬行； 摆盘人
员没有对双手消毒、赤手摆盘。随
后， 执法人员检查店内的进货台
账、餐具消毒记录等，而针对餐厨
垃圾回收问题， 店内负责人给执
法人员出示了一张废弃物处理记
录， 但表格上并未出现回收公司
签字。 ■记者 黄亚苹

本报曾报道的湘潭乘客抢
方向盘险情（详见本报2018年
11月5日A03版）近日在湘潭县
法院一审宣判，刘某犯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

2018年11月4日上午，年过六
旬的刘某与妻子约好在河口镇河
口村碰面。当天上午9点多，刘某坐
上了一台123路公交车， 公交车在
河口村桃园组桃园站启动后不久，
刘某就发现了妻子的身影，他冲到
驾驶座附近要求驾驶员停车，此
时公交车已经驶出站台几十米，
驾驶员李某拒绝了刘某的要求。

刘某为了让公交车停车，突

然伸手抢夺司机手中的方向盘，
导致公交车左右摇晃。司机李某
见状伸出右手挥拳，并把车紧急
刹车，停在了路边。

监控视频显示，此时车上坐满
了人，大部分是身着校服的学生。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抢夺
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的方向盘，
对公交车上众多乘客的安全带
来了危险，其行为已经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刘某实
施犯罪行为时车上乘客超过10
人，应当从重处罚。

法院判决刘某犯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

都想中途下车，都抢方向盘，都被判刑
湖南两起抢夺方向盘案件宣判：均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判3年

去年10月，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抢夺方向盘”成为关注
焦点。就在悲剧发生后一个月内，我省多地曝出类似抢夺方向
盘事件，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近日，其中两起案件宣
判，这两名乘客都因要求中途下车遭拒抢夺方向盘获刑。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欧阳超

湘潭六旬老人抢夺方向盘获缓刑

要求公交车停车遭拒，抢夺
方向盘导致公交车冲出路面，待
公交车开回后， 再次抢夺方向
盘， 好在有人及时制止。4月23
日，隆回县人民法院对隆回县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庞
某青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一审判处
庞某青有期徒刑二年。

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11
月25日14时许， 被告人庞某青
与他人乘坐5路公交车去桃洪镇
猫头岩老养路班。当车辆继续行
驶至猫头岩老养路班地段时，二
人数次口头要求公交车司机钱
某某停车让他们下去。见钱某某
没有停车，庞某青便用手抓住公

交车方向盘随意甩了一下，致使
实际载客20余人的车辆瞬间失
去控制，斜冲出路面，钱某某赶
忙采取紧急制动刹住汽车。车辆
开回路面后，庞某青欲再次抢夺
方向盘，但被他人制止。

法院认为，被告人庞某青抢
夺正在行驶中的实际载客10
人以上的公共汽车方向盘，危
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应从重处
罚，鉴于其明知他人报案而在
现场等待 ， 抓捕时无拒捕行
为，到案后又如实供认犯罪事
实， 具有自首的量刑情节，依
法对其减轻处罚。

要求公交车中途停车，男子两次抢夺方向盘获刑

长沙小龙坎火锅店又现“老鼠门”
之前，菜品洗漱池现活蟑螂，工作人员双手未消毒摆盘

行凶现场，姐妹花勇敢救人
面对持刀凶手，两姐妹没有逃避
她们用专业技能挽救了垂危受害者

相关法规

案例二

市民在小龙坎火锅店就餐时，在观景台发现一只小老鼠。 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