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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山坡下的村子里飘起浓烟

11 月 24 日 15 时许，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景阳镇泉头村旁的山坡上，村民顾昌
林正在和放羊的老汉聊天。忽然，山坡下
的村子里飘起浓烟。身为苏家堡派出所泉
头村村警，顾昌林有所警觉，他停下闲聊，
赶忙跑下山。

顾昌林朝着冒烟的方向跑去，当跑到
距离冒烟的地方约 200 米的时候，他发现
是顾梁林家的屋子着了火，火苗已经蹿上
了屋顶。

情况紧急，顾昌林一边朝顾梁林家跑
着，一边打电话通知了弟弟顾吉林，让他
召集村里人来救火。

顾昌林跑到顾梁林家院门口，发现院
子的大门用铁锁套着，但没有上锁，他猜
测家里的人应该出去了。但顾昌林还是拿
下铁锁，决定去屋里看一看。

屋里，10个月大的女婴啼哭不止

“家里有人吗？”顾昌林跑进院里大声
喊着。他推开房门，一股浓烟扑面而来，
一阵阵急促的啼哭声也传到耳边。

可此时屋里被浓烟笼罩，只有暗红色
的火苗蹿动着，根本看不清状况。孩子在
哭，顾昌林朝着孩子啼哭的方向急忙走

去，却一头撞在火炉的烟囱上，他没站稳
摔倒了。

顾昌林赶忙起身，摸索到了
炕边，找到了啼哭的婴儿，抱着
她跑了出去。所幸，孩子没有被
烧伤，没有大碍。

顾昌林跑出房门，七八名村
民冲进院门，他们有人拿着水
桶，有人拿着铁锹，有人拿着水
管。没过多久，孩子的母亲谈海
兰匆匆赶来。

现场，十几位村民接力扑灭
大火

村民们有备而来，大家没有慌
乱。接好水管后，两人爬上屋顶灭
火，其他人则忙着接水、泼水。

着火的是火炉上方的 PVC
天花板和木头屋顶，由于发现及
时，火势很快被控制。十几位村
民接力，20多分钟后火被扑灭。

当天，家里只有谈海兰和孩
子两人。孩子睡着后，谈海兰去
村里婶婶家取东西，不到半个小
时的时间，突然就着了火。

灭完火后，村民们没有急着
离开。大家帮忙收拾家里清扫

现场。屋顶被烧了个大窟窿，大家用一块
帆布盖上挡风。

警惕，安全无小事用火要当心

“娃娃病了，想着抱她出去会冷，她睡
着后，我就一个人去取东西了，没想到一
眨眼工夫就着火了。”12月 4日 13时，说起
当时的场景，谈海兰十分自责。

谈海兰出门前，火炉上有一块抹布，
她没有拿开。火炉的高温将抹布引燃，烟
囱里的风将抹布上的火苗吹到 PVC 材质
的天花板上，天花板被引燃，继而又引燃
屋顶。

着火的房间里有一个土炕和一个火
炉，原本摆家电的地方空荡荡的。被火
烧过的屋顶已经用木头修补好，天花板
还没有修。“多亏了村民们热心帮忙，算
是有惊无险。”谈海兰说着，端来了馍馍
和茶水。

这次火灾，谈海兰家的电视机和新买
的冰箱被损坏。所幸村民们扑救及时，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和更大的财产损失。

青海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部宣传处警
官张雕说，村民们在冬季烧炉子、煨炕时务
必注意安全，做到人走火熄。禁止用火炉、

“小太阳”等烘烤衣物，不要在火炉旁边放置
易燃可燃物，以免引发火灾。平时要加强学
习消防知识，掌握家庭火灾防范和扑救技
能。此外，在扑救时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火
势较大时一定要首先拨打119报警。

村警冲入火场救出女婴
十几位村民联手灭了火

一块随手放在火炉
上的抹布着了火，继而引
燃了天花板。家里没有
大人，屋里浓烟笼罩，10
个月大的婴儿在炕上啼
哭不止。危急时刻，村警
和村民们纷纷赶来……

本报记者 刘雅勤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12 月 4 日 12 时
30分左右，一辆 3401路公交车行驶至省城
南川东路红光站公交港湾时，因路面结冰
打滑，与驶入港湾内的一辆 58路公交车追
尾，多名乘客受伤。

一名公交司机说，早上绿化工作人员
在沿街绿化带浇水，水溢出绿化带，因气温
较低致路面结冰打滑，公交车很难刹住车。

13 时左右，西海都市报记者在红光站
东侧公交港湾看到，两辆公交车已经驶离
现场，公交港湾路面上的冰已经渐渐融化，
地上散落着很多玻璃碴儿。附近绿化带内
的水溢出路面，绿化带和机动车道部分路
面结冰，行人和车辆纷纷绕道而行。

一名市民久久不见公交车进站，小心
翼翼走到路边，绕过结冰路面向由南驶来
的一辆出租车招手示意打车。出租车司机
见路面结冰，绕过结冰路面缓慢停车。

多名司机和市民呼吁，灌溉车辆可选
择白天天热的时候浇水，路面不容易结冰，
也不会给行人和车辆带来不便。

路面结冰打滑
两公交车追尾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12 月 3 日晚，

省城市民占先生停放在和政家园小区立
体停车库的轿车突然从四层掉落，车辆
严重受损。

3 日 21 时 40 分左右，和政家园小区
负责管理停车的翟师傅突然听到车库内
一声巨响，他闻声查看情况，发现 C 区立
体停车库停放在四层的一辆轿车坠落，
车身多部位受损。

见 状 ，翟 师 傅 立 即 联 系 了 轿 车 车
主。好端端停在车库的汽车怎么会坠
落？小区业主管委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发现是立体停车库钢丝绳断
裂所致。

4日上午，占先生受损的轿车依然在
车库，车库已停止使用。轿车侧立，车架
掉落耷拉在另一侧，轿车的车头和车尾
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一居民说，不久前，车库出过问题，
车门被夹，如今车库出现钢丝绳断裂的
情况，看来车库需要维修了。

当日，小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
中心张贴通知说，立体停车库已经使用

六年之久，原来的物业公司没有维修过
车架，且车库内的线路、油路、油缸、钢
丝、轨道均已老化，急需大修，但前物业
公司所欠维修费用未结清，维保方不与

现 物 业 公 司 签 约 ，为 了 广 大 车 主 的 生
命、财产安全，现停用立体停车库，业主
委员会和小区物业管理处将积极协调
各方解决。

立体停车库钢丝绳断裂 一轿车从四层掉落受损

第一章 基础理论
（接上期）

二、违法违纪行为监督的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深化人
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的规定，在人民检
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中，人民监
督员对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
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
进行监督。

（一）徇私舞弊
徇私，是指为了私情、私利而做不合法

的事；舞弊，是用欺骗的方法做违法违纪的
事情。徇私，包括徇私情、谋私利两种情形，
前者包括顺从亲戚、朋友、同学、同乡，上下
级、仇敌、竞争对手等私人关系、感情；后者
包括第三人平时小恩小惠、请客送礼、许诺
日后给予好处（包括非物质的好处）或行为
人为保住自己不应有之利益等。不论徇私
情或谋私利，均是能够给行为人或其亲友带
来利益或使其对手失去应有利益，且这种利
益之增减与行为人之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
系，否则就不能认定为徇私。也就是说，徇

私情或谋私利均落脚于特定对象的利益之
增减。徇私舞弊，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和权力，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
其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
使其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作枉法裁
判；或者利用职务包庇、窝藏经济犯罪分子
等，隐瞒、掩饰其犯罪事实的行为。不徇私
情、不谋私利，公正执法，这是一切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和法定义务。
若违反了这一条，势必会在社会上造成恶劣
的影响，对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信誉造成
严重的破坏。

（二）贪赃枉法
贪，即贪占；赃，即非法手段得来的财

物；枉，即歪曲、破坏。贪赃枉法，是指国家
工作人员及有关单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
占非法财物，对明知是无罪的而使其受追
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
追诉，或者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
判，损害公务活动廉洁性的违法违纪行为。
我国《刑法》设立了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两
章，对贪赃枉法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处罚。

（三）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
的行为。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
怀疑可能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被告人，
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的人。肉刑，是指直接作用于人的身
体之上，摧残人的肉体的拷问或制裁方法。
具体方法有两种：一是行为人用自己的身体
某一部位摧残被害人，如手打、拳击、脚踢、肘
撞、膝顶等；二是借助于各种刑具或者器械摧
残被害人，如捆绑、吊打、火烤等。变相肉刑，
是指除肉刑以外的其他肉体摧残或者精神折
磨的方法，与肉刑不同的是，变相肉刑是间接
作用于人的身体，如日晒、雨淋、冻饿、罚站、
不让休息的“车轮战”等。刑讯逼供行为严重
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
民主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
被迫作出的某种供述，以致会造成被审讯对
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严重损
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
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行为也是为我国法律

所禁止的。我国《刑法》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
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
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四）暴力取证
暴力取证，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使用暴力

以逼取证人证言的行为。证人，是指除司法
工作人员和案件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了解案
件情况的人。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对案件情
况所作出的陈述。暴力，既包括捆绑悬吊、
鞭抽棒打、电击水灌、火烧水烫等直接伤害
证人人身使其遭受痛苦而被迫作证的肉刑，
亦包括采取长时间罚站、不准睡觉、冻饿、曝
晒等折磨证人身体、限制证人人身自由而迫
其作证的变相肉刑，但不包括致人伤残、死
亡情况。暴力取证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
权利，还影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
因而被法律所禁止。（未完待续）

轿车车头受损轿车车头受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红霞郭红霞 摄摄

灭完火灭完火，，村民们又帮忙清理现场村民们又帮忙清理现场。。
（（图片由顾昌林提供图片由顾昌林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