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区昨发生两起跳楼事件
本报讯（记者 姚宇轩）昨日，西宁市

公安局城北分局处置两起非正常死亡案
件。

1 月 20 日 7 时， 西宁市公安局城北
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接到 110 指令：“城北
区朝阳东路某小区内有人死亡。 ”接到指
令后，城北警方立即赶赴案发现场调查处
置。

经调查，当日 7 时许，朝阳新村某小
区的保安发现一老人躺在小区院中，及时
拨打了报警、急救电话。 死者系朝阳新村
居民李某，现年 87 岁，从家中三楼跳下死
亡， 最近一段时间多次流露出轻生念头，
家人对他照顾比较到位， 且都在附近居
住。

同日 11 时，一过路行人拨打 110、120
电话，称“门源路某院内楼下有人死亡”。

城北警方、急救中心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开
展工作。

经调查，死者系门源路某院内居民许
某，现年 43 岁，长期患有癫痫、精神疾病，
前段时间多次欲从家中跳楼， 被父亲拦
下。 当日 10 时许，许某趁父亲外出之际，
从四楼跳下，民警、救护人员相继赶到案
发现场，发现许某已经死亡。

经过城北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刑
事侦查大队民警大量调查走访、 现场勘
验，两起案件已得
到了妥善处理，初
步认定跳楼者李
某、 许某均系自
杀，家属对死因无
异议，尸体由其家
属自行处理。

小区内违建板房屋顶遍布垃圾
相关部门：责令住户自行拆除

本报讯（记者 杨婉莹）1 月 20 日，家
住省城中区丽锦苑小区的住户武先生反
映，他家客厅外有一疑似违建板房，房顶
遍布垃圾。

当日 14 时许，记者来到丽锦苑小区，
小区的楼房外侧均有一平台，平台上都搭
建有板房。随后，记者来到武先生家，从客
厅窗外望去，板房顶上遍布着烟头、纸杯
等垃圾。 武先生的父亲告诉记者，这个板
房大约是在三年前搭建的，他们曾多次与
搭建板房的住户协商清理垃圾，但一直都
没清理过。

对此， 丽锦苑小区的物业公司———青
海伊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刘主任解释
说，他们也曾多次接到过住户的投诉，但在
与搭建板房的住户协商后没得到解决，他
们也只能呼吁高层住户不要高空抛物。

随即，记者致电城中区建设局，规划管
理科的黄队长实地探访后告诉记者， 搭建
板房的住户现在在外地， 暂时还无法责令
拆除，但这类板房确实属于违章建筑，他们
将尽快联系搭建板房的住户， 联系到户主
后他们将责令其在 3 日内自行拆除板房，
若在 3 日后不拆除，他们将强行拆除。

西宁警方严打涉黄涉赌违法犯罪
本报讯 （记者 何耀军）1 月 19 日，记

者从西宁市公安局获悉，2015 年 12 月 3
日起，西宁警方部署开展“严格娱乐服务
场所治安管理严打涉黄涉赌违法犯罪活
动”专项行动，加大对重点地区、治安乱点
及娱乐场所的滚动排查， 严厉打击涉黄涉
赌违法犯罪活动，截至目前战果显著。

据了解，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西宁市各
级治安部门共侦办涉黄、 涉赌刑事案件 8
起，刑事拘留 15 人；查处涉黄、涉赌治安案
件 167 起，治安拘留 487 人，收缴赌博游戏
机 27 台、赌资 211562 元，依法取缔涉黄洗
浴场所两家， 有力打击了涉黄涉赌违法行
为。

行车起争执，轿车司机追打公交司机
本报讯（记者 刘雅勤）开车上路，如

果遇上有人别车，你会怎么做？ 1 月 18 日
19 时许，一名小轿车司机认为公交车司机
别车，砸了公交车车窗后，又当街追打公交
车司机。不过，公交车司机说自己没有故意
别车， 却被莫名其妙追打， 造成视网膜挫
伤、眼角破裂。

轿车司机砸车窗 当街追打公交司机

1月 18 日 19 时许，302 路公交车司机
朱师傅开车行驶至南川商场附近时， 一辆
银色的小轿车突然从左侧超车过来， 停在
了公交车前，朱师傅随即停车。

轿车司机下车后冲到公交车驾驶室前
说，他的车被公交车别了一下，他认为朱师
傅故意别车。 朱师傅见状，关上了车窗。 轿
车司机让朱师傅下车，朱师傅没有下车。

随后，轿车司机走到自己车前，拿出一
根铁棍，砸碎了驾驶室旁的玻璃。玻璃被砸
后，朱师傅报警。 轿车司机准备离开，朱师
傅下车打算记下车牌号。

见朱师傅下车，轿车司机又下车，冲上
来与朱师傅撕扯在一起。 车上的乘客赶来
劝架，两人被拉开。轿车司机的妻子下车后
又拿着棍子追了过来。

见状，朱师傅翻过栏杆，跑到马路对面
躲避。

视频中没有明显别车行为

1 月 20 日 11 时，记者在西宁城通公交
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查看了当日事发时的监
控录像。

从视频来看， 事发前， 朱师傅正常行
车，没有明显的异常行为。 19 时 03 分，一
辆轿车突然停在公交车前， 公交车司机急

刹车。随后，轿车司机冲下来跑到公交车驾
驶室前说了一番， 然后又跑回自己车里拿
出一根棍状物走到驾驶室车窗旁。

随后，轿车司机离开回到自己车里。朱
师傅拿出手机报警后下车， 轿车司机又再
次下车，和朱师傅撕扯在一起。两人撕扯一
番后被乘客拉开， 轿车副驾驶走下一名女
子，她拿着棍状物又追了上去。

随后，朱师傅跑到马路对面，轿车司机
又拿着一根较长的棍子冲到栏杆前。

警方已介入调查

朱师傅说，民警赶到现场后，他和轿车
司机一起被带到了南川东路派出所， 还有
轿车司机的妻子和女儿。过了一会儿，轿车
司机的丈母娘也来到了派出所。

朱师傅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轿车司
机的妻子在警务室内再次动手， 扇了他一
巴掌，轿车司机也开始动手，手指戳在他眼
睛里，致使右眼开始流血。

朱师傅说，这顿打挨得真是莫名其妙。
当时他车里还拉着乘客，不会故意别车。他
下车后和轿车司机撕扯在一起， 以为两个
男人间吵吵，没什么。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
还跑开，去了马路对面。没想到自己会再次
被打，现在他的视网膜挫伤、眼角破裂。

20 日 16
时许， 记者联
系到西宁市公
安局城中分局
南川东路派出
所， 相关人士
称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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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互助彩虹部落自 2011 年起已
成功举办了四届冰雪节， 今年彩虹部落
第五届冰雪节已盛大开幕。 冰雪节以体
现欢乐、寻找童趣、彰显自我的独特游乐
形式， 已逐渐成为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参
与的一项冬季游乐项目。

此届冰雪节在完善项目规划的同
时，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势必要把冰
雪的静活起来，把土族文化激起来，把冬
季旅游带起来， 切实加快互助冬季旅游
业发展，着力提升“中国土族.彩虹故乡.
醉美互助”的旅游品牌，推动海东市和
互助县旅游业发展。

青海互助彩虹部落特别推出微信活
动，为广大市民提供免票资源，在漫漫严

冬里体验滑雪的乐趣。 彩虹部落不仅有
供成人挑战的滑雪项目， 还从人文的角
度出发为广大儿童提供了娱乐项目，斥
资引进“舍特兰”矮马，小朋友们可以体
验骑马的乐趣。 届时欢迎广大市民的参
加。

活动发布平台：驼行网服务号、青海
互助彩虹部落微博、 互助彩虹部落景区
官方微信、西海都市报官方微信、青海卫
视官方微信、西宁圈微信公众号、青海经
视和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奖项设置: 一等奖 5 名； 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参与奖：300 名

活动日期：自 2016 年 1 月 21 日起持
续到 2016 年 2 月 25 日

冰雪大冲关，等你来挑战

公 交 车
车窗玻璃被
砸。

本报记者
刘雅勤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