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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建青）西宁市总寨镇逸
夫小学附近沟渠桥地势低洼且无护栏，最
近雨季，桥面严重积水，学生及周边居民
在桥边一脚宽的地方通过，脚下就是四五
米深的沟渠，险象环生。

7 月 8 日，拍客赵女士发来一段短视
频，视频显示，总寨逸夫小学附近沟渠桥
无护栏隔挡，雨天桥面积水，桥下沟渠水
流非常急，很多中午放学的学生从桥边一
脚宽、高于水面的水泥台子上通过，看着
非常危险。

赵女士说，视频拍摄于上周四，由于
沟渠桥通往城南新区园丁园，附近有多个
公交车站，此沟渠桥是很多学生及居民的
必经之路。“一到下雨天桥面就积水，我
偶然路过，看到学生摇摇晃晃地从桥边
走，很是让人揪心。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
门关注。”赵女士表示。

当日记者赶到总寨逸夫小学附近看

到，此处沟渠两边道路地势高，沟渠桥正
好处在低洼处，桥面两旁无护栏，沟渠很
深，站在桥边往下看，让人心惊肉跳。当
日下了点小雨，桥面积水不多，但桥面很
泥泞，一些孩子和周边居民仍旧选择从
桥边的水泥台上通过。记者观察发现，
桥面无排水设施，是造成积水的主因。

走访时，一赵姓村民告诉记者，此沟
渠主要用于泄洪，平常沟渠内无水，大雨
天，沟渠内水量很大，水流也很急。沟渠
沿线有多座沟渠桥供周边村民通行，但唯
独这座桥的地势最低。雨天积水，行人只
能从桥边行走，人一旦掉下沟渠，后果不
堪设想。

“这几天学校放假了，走的学生少了，
但村子里的孩子们外出玩耍，这沟渠桥是
必经之路，雨天娃娃们外出，家长会再三
叮嘱过桥时要小心。这桥已经成为村民
的心病了。”赵姓村民说。

桥身无护栏隔挡 雨天桥面积水

总寨逸夫小学附近沟渠桥上险象环生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7月 11日，记者

从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公安局获悉，警
方破获系列入户盗窃案,连破案件 5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1人，涉案价值4.5万元。

6 月底的一天，刚察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接到报警，一名男子在县城沙柳河
镇的居民家里偷东西的时候，被居民当
场抓获。随即，刑警大队民警展开走访
调查。

据了解，案发当天，朱先生在家休息
时，听到有人准备开门入户。就在家门打
开的瞬间，朱先生果断出手，将闯进门的

陌生男子抓获，随后将陌生男子扭送到刚
察公安机关。

民警走访时，朱先生称，前不久他家
的 1.2 万元现金被盗了。他怀疑，嫌疑人
就是这个闯进他家的陌生男子。

据刚察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调查，闯进
朱先生家的嫌疑人名叫卓某，此人从 2017
年至 2018 年 6 月在刚察居民家中先后 5
次入户盗窃，盗窃现金 4.5万余元。

目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海北
刚察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
中。

男子入户盗窃被抓现行
警方调查发现他是惯盗

本报讯（记者 彭娜）“高空抛物”是一
个热门话题。西宁 62 岁的侯女士被高空
抛物砸伤一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
讨论。

网友：支持家属起诉，盼有个说法

7月 11日，西海都市报A04版刊登《西
宁青铁阳光小区天降木棍》一文，详细讲
述了侯女士被高空抛物砸伤的始末。西
海都市报微信公众平台在前一天也发布
了此文，阅读量突破 16000，留言众多，不
少网友表示，这事应该有个说法。

有网友说，高空抛物是素质低下的表
现，希望抛物者能主动站出来，向侯女士
道歉，承担医疗费用。有网友认为，凭借
砸伤侯女士那根棍子上的指纹能找到抛
物者，找到抛物者后相关部门应重罚，否
则效仿者会越来越多。

有网友称，小区的生活安全需要大家
共同维护，万一哪天被砸中的就是自己的
家人呢！还有不少网友建议，物业赶快安
装朝向空中的摄像头，以掌握确凿的证
据，保障居民的人身安全。

除谴责抛物者不当行为外，大部分网
友表示，支持晁先生一家起诉，若找不到
抛物者，就起诉单元楼所有住户，称“已经
有过起诉成功的案例了”“不能就这么结
束了，必须得有个说法”。

家属：起诉是为了避免意外再次发生

当日，记者再次联系晁先生，他说，他
的母亲头依旧疼，烧退了，脸和眼睛仍旧
肿胀。他又一次找到了物业，物业称会尽
快安装朝向空中的摄像头。若接下来依
旧找不到抛物者，晁先生将与家人及其他
家长一同商量如何起诉。

“起诉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
权益，为母亲讨个说法；一方面是为了保
护孩子们。”晁先生说，33个孩子在星光特
殊儿童服务中心上学，每天进进出出，在
楼下玩耍，高空抛物存在一天，孩子们的
安全就多受一天威胁，他不愿意再一次看
到意外的发生。

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负责人
陈志芳告诉记者，中心老师们和物业工作
人员一起发放关于该事件的《告知住户书》
时，有的住户很配合，说高空抛物是伤天害
理的事，自己不会那么做；有的住户则态度
冷漠，表现出不耐烦；还有住户专门跑到中
心关心事情调查的进展情况。

另外，陈志芳透露，城东区有关领导
表示，会尽快落实在小区安装朝向空中摄
像头一事。

市民：讲述亲身经历 盼有关部门严管

关于青铁阳光小区的高空抛物事件，

市民们纷纷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
小区门口等了一会儿人的工夫，各种传单
从楼上散落下来”“姥姥家就在这个小区，
碰见过几次高空抛物，素质太差”“有一回
早上送孩子上学，刚出小区大门，就看见
一个女的把刚吃完的水果核从楼上扔下
来”……更有一名市民留言，自己刚买的
房子就在青铁阳光小区 8号楼，还没装修，
还敢住吗？楼下还敢停车吗？

一名家住城中区学府家园的市民称，
他所在的小区也发生过高空抛物事件，从
楼上扔下来了一个酒瓶，幸运的是他家装
了顶棚，逃过一劫。另一名住在宁礼院的
市民说，经常有人往楼下扔垃圾，连厕所
垃圾都扔。

一名市民爆料，青藏花园小区也有人
高空抛物，连砖头都扔过，让人非常愤
怒。同住该小区的另一名市民说，曾遇见
过有人往楼下扔稀饭、方便面等。

对此，大家期盼，有关部门能开展专
项整治，营造安全的社区环境，杜绝类似
的事件发生。

律师：对于补偿责任法律有明文规定

针对这起高空抛物伤人事件，青海延
辉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蓉说，我国《侵权责任
法》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
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

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
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
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外，由可能
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黄蓉解释，如果侯女士能找到棍子
的 抛 掷 人 或 者 抛 掷 棍 子 的 住 户 能 够 出
面，那么双方可以先通过协商解决；如
果侯女士无法确定抛掷棍子的住户，则
可以将可能投掷棍子的住户起诉至人民
法院，除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没有时间、
没有条件投掷棍子的住户外，其他住户
将对侯女士因此而产生的损失承担一定
的补偿责任。

黄蓉提醒各位住户，一方面，要妥善
存放、管理自家放在露天阳台的物品，避
免物品坠落砸伤行人、砸坏公共设施，必
要时可以做捆绑、加固；另一方面，如果自
家的物品坠
落 砸 伤 行
人 、砸 坏 公
共 设 施 ，要
及 时 与 伤
者 、管 理 者
沟 通 ，尽 快
解 决 纠 纷 ，
避免矛盾升
级。

青铁阳光小区高空抛物伤人引关注

桥 面 积 水
不多，两名个头
小的孩子选择
从泥泞的桥中
间通过，一名胆
子大的女孩从
桥边干燥的水
泥台上走过。

本 报 记 者
邓建青 摄

本报讯（记者 建青）7月 10日 20时左
右，一段昆仑桥下南川河拦水坝平台处一
裸体男子洗澡的视频在微信疯传。当晚调
查此事的民警怀疑，此男子精神有问题。
很多网友也表示，一定要理性看待。

当晚记者收到的视频显示，位于昆仑
桥北端的南川河拦水坝下，一名四五十岁
的男子赤身裸体洗澡。视频中可以看到，
从坝体形成了一道瀑布，男子就站在瀑布
下冲澡。视频中天色较暗，南川河步行道
行人稀少，记者判断视频拍摄时间为傍晚
时分。

当晚记者赶到视频拍摄地点后天色
已暗，裸体男洗澡的地方正好是昆仑桥南
川河拦水坝下的一米多宽的一处平台，拦
水坝形成的瀑布水流很急。由于最近降
雨，南川河水面上涨明显，人在此平台处
一旦稍有不慎，被水流冲下河道，后果不
堪设想。在拦水坝平台角落有一个木质
梯子，梯子是河道环卫工人方便工作架设
的，记者分析该男子是翻过护栏后，通过
梯子下到了拦水坝平台上的。

当晚 21 时 30 分左右，记者走访时巧
遇西宁市黄河路派出所的两位民警沿着
河边步行道，询问目击者。两位民警告诉
记者，他们也是通过微信看到的裸体男洗
澡视频，看到微信时间是 18 时左右。其
中一位民警说，由于视频内容不雅，为维
护辖区文明形象，同时也是考虑当事人今
后的行为安全，他和同事花了一个多小时
调取周边道路监控，可惜并没有发现当事
男子踪迹。所以他们就到现场走访调查，
并查看事发周围有无监控设施，以便进一

步查找。
记者跟随两位民警走访时看到，事发

现场周围并没有有效监控设施，所以也暂
时无法查找洗澡男下落。民警表示，傍晚
气温低，思想行为正常的人是不会在危险
地方裸体洗澡的，估计此男子精神有一定
问题，他们会进一步调查。

“最近经常看到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
男子，也是四五十岁，天黑后在昆仑桥二
层步行通道上，面对南川河大喊大叫，情
形很瘆人，男子有时候就夜宿在昆仑桥步
行通道的电梯口，和视频中的男子有点
像，但不能保证，你可以去看看。”一位经
常在昆仑桥下夜钓的钓鱼爱好者提供线
索后，记者随后前往查看，但并未发现钓
鱼爱好者所说的男子出现。

裸体男南川河洗澡视频疯传
民警正在调查 网友表示要理性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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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社会组织查证办法：查证涉
及境内文化类社会组织是否合法登记
注册，可登录民政部的中国社会组织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chinanpo.gov.
cn／index.html)“ 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查
询”栏目，或关注“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微
信公众号点击“我要查询”栏目进行查
询；查证涉及境外文化类社会组织的，可
登录公安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办事服务
平台(http://ngo.mps.gov.cn/ngo/portal/index.
do)“信息公开”栏目，查询其是否依法

登记设立代表机构或备案开展临时活
动。

文化类“山寨社团”举报方式：涉及
境内的可向民政部门举报，举报方式：
http ：//www.chinanpo.gov.cn ／ index.htm

“ 投 诉 举 报 ”栏 目 、010—58124144（传
真)。涉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可向
公安部门举报，举报方式：登录 http：//
ngo.mps.gov.cn/ngo/portal/index.do，查询各
省级公安机关境外非政府组织服务大
厅地址及电话进行举报。

文化类社会组织查证办法和
文化类“山寨社团”举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