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佛山市政府新闻办8日通报的消息，目前救
援人员仍在努力搜救被困人员。为防止次生事故，
佛山已安排专门力量， 对事故现场地表及附近建
筑物沉降进行监测，目前情况正常。

城市道路地陷不仅威胁公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而且容易让公众产生恐慌。为避免悲剧“重演”，
刘会忠等专家建议， 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解决方
案，如在城市主干道、给排水密集区、地铁施工区等

地实施车载式道路坍塌灾害预警雷达测试， 及时
发现地下空洞等特殊危险地形，并及时预警。

此外， 一位施工单位资深项目经理介绍
说，地下工程施工勘察设计多以点代面，而实
际地质情况复杂，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溶洞或
地下暗河。在地质条件较差的地方，建议根据
情形，勘探频次更加密集，减少勘探盲区。

（据新华社广州2月9日电）

� � � � 9日上午， 杭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
人莫焕晶放火、盗窃一案，认定莫焕晶犯放
火罪、盗窃罪，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杭州中院表示，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
证无疑的共计63项证据予以证实。法庭还
对庭审时的争议点如放火动机和目的、有
无放火故意、有无积极施救、物业设施及消
防救援能否减轻莫焕晶罪责等予以详细
论述及评判。

是故意杀人，
还是想先放火再灭火

杭州中院负责人介绍，被害人诉讼代
理人认为，莫焕晶多次窃取朱小贞家中财
物、向朱小贞借钱、放火前又输光了典当
款，放火动机是为了毁灭盗窃罪证。这是
推测性结论，并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

为证明莫焕晶的放火动机，被害人诉讼
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一名身份为保安的证
人的自书材料，其提到莫焕晶放火后，从入
户大门离开并故意将门关闭。诉讼代理人据
此认为，莫焕晶有故意杀人之嫌。但法庭在
审理时发现，这名证人的自书材料，与该证
人在侦查阶段所作的言论不符，与电梯监控
视频记录的情况、剪刀形消防楼梯的状况也
不符，故认定该材料不实。

关于放火动机，公诉机关指控莫焕晶是
想先放火再灭火，从而博取朱小贞的感激以
便再次开口借钱。控方主要证据是莫焕晶的
供述，并认为该供述与朱小贞尚未发现莫焕
晶偷窃行为、 朱小贞确曾借钱给莫焕晶、莫
焕晶放火前查询火灾怎样燃烧得慢等客观
事实相印证。控辩双方的意见一致。

法院经审查证据，认为莫焕晶在侦查阶
段供述的放火动机相对稳定，庭审中亦予以
供认，且结合常情常理，基本能够支持，故采
信了莫焕晶本人供述。 对放火动机的认定，
法庭依据到案的证据并经过综合分析，符合
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基本原则。

物业消防安全管理不足
能否减轻莫焕晶罪责

杭州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莫焕晶在凌晨
4时55分许放火， 消防部门于5时4分50秒接到
首次报警，于5时7分52秒派出第一批消防车。在
实施灭火过程中，消防战士发现供水管网水压
不足，遂沿楼梯蜿蜒铺设水带进行灭火。从接警
至火势熄灭，消防用时1小时40余分。

据浙江省、 杭州市消防部门成立的联
合调查组出具的调查报告， 消防部门灭火
救援符合规程；火灾扑救时间延长，与案发
小区物业消防安全管理落实不到位、 应急
处置能力不足及消防供水设施运行不正
常， 致使供水管网压力无法满足灭火需求
有一定关联。

放火罪系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是
我国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设定的首
个罪名。 莫焕晶的放火行为与犯罪后果之间
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依法应对全部后果承
担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 小区物业在管理等方面存在
不足， 不能成为减轻莫焕晶刑事犯罪责任的
理由。而消防救援目的在于阻止、减弱火灾的
后果， 不能以消防救援未达到理想预期为由
减轻被告人放火罪的刑事责任。

为何判处莫焕晶死刑
杭州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莫焕晶明知

放火行为的性质及后果， 却不顾朱小贞一家
的生命安全， 选择凌晨时分在具有大量易燃
家具和内饰且相对密闭的城市高层住宅内放
火， 其行为具有造成人身及财产严重损害的
高度危险性， 危害整幢高层住宅的公共安全
并导致四人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犯罪动机
卑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这
些都是应当对莫焕晶严惩的因素。

在案证据还证明， 莫焕晶在放火前并
未采取任何灭火或控制火势的措施， 放火
后也未及时对被害人施以援手。 在案证据

虽然证明其有报警行为， 但是报
警时距放火已长约15分钟， 且在
其报警6分多钟前，朱小贞及其他
群众均已报警， 故其报警并无实
际价值。

莫焕晶归案后能坦白放火罪
行， 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
规定，可从轻处罚。但仅有该一项酌
定从宽量刑情节， 远不足以抵消莫
焕晶的多项从严量刑情节。

因此， 一审法院判处莫焕晶
死刑， 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
据。 （据新华社杭州2月9日电）

“脚下之坑”该如何避免
� � � �7日晚间，位于广东省佛山市
禅城区季华西路一环桥底西侧
300米处出现地陷， 造成至少10
人死亡 ，1人失联 ，9人受伤 。此
前， 佛山等多个城市也曾被爆出
道路塌陷、坍塌事故，不少造成人
员伤亡。 本该平坦安全的城市道
路，为何坍塌频发？“脚下之危”的
城市病，该如何避免？

� � � �记者8日上午在现场看到，事发路段的路
面断裂成很多块，塌陷区贯穿道路两侧，有30
多米宽，并形成一个大坑，其中有大量积水，
多棵隔离带的七八米高的树以及十几米高的
路灯倒在水中，不少管道裸露在外。

佛山市政府新闻办官方通报的信息
称，7日晚7时， 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
中交二航局标段绿岛湖至湖涌盾构区间
右线工地突发透水， 作业工人尝试堵漏
未果。至当晚8时40分左右，现场透水面
积扩大，导致隧道管片变形及破损，引发
地面季华西路30多米路段坍塌。

事故发生后，9名施工人员被救出，
均无生命危险。截至8日晚间，事故导致
10人死亡，1人失联。 救援善后工作仍在
进行。广东省政府已成立调查组，事故仍
在进一步调查中。

施工方中交二航局的一名来自河南的
施工人员说， 透水是施工过程打破了地下
含水层， 原来含水的土层下方水位剧烈下
降，土质疏松，导致地下水和砂涌向盾构机
和已成型的隧道内，发生地面沉降。

记者了解到，佛山此前也发生过多次路
面塌陷。去年12月，禅城区潘村公交站旁突
然水管爆裂，水流携带大量泥沙从地下喷涌
而出，造成路面塌陷。一辆洒水车经过时，车
尾还不慎落入水管爆裂的位置。而在2017年
初， 南海区佛平三路辅道也出现直径约6米
的坑洞，下陷后路面还涌出不少水。

而近年来， 全国范围内发生地面沉
降事故的情况也不少。2016年，兰州曾发
生一天内至少4处路面塌陷，2014年郑州
市西三环路半年内发生15次塌方事故。

由国土资源部、 水利部等十部委联
合编制的《2011-2020年全国地面沉降防
治规划》指出，目前全国遭受地陷沉降灾
害的城市超过50个，分布于北京、天津、
河北、山西、内蒙古等20个省份。

� � � �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秘书长刘会忠介绍，近年来道路塌陷发
生的城市很多都是供水或者排水管线沿线点
发生，在发生塌陷的同一地点，有可能再次发
生塌陷，甚至是多次。记者采访及梳理以往各
大城市道路坍塌情况时发现，其共性原因有：

———地下管线老化、 破裂造成的扰动。近
几年发生的几起重大城市道路塌陷事故，几乎
都与地下管网的老化、破损存在关系。刘会忠
介绍，我们大部分城市地下管线是在改革开放
之后铺设，现在也到了管线寿命的“中晚期”，
管线破损引发地面坍塌的次生灾害时有发生。
城市道路塌陷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各种原因
往往相互影响、叠加，但地下管线无疑是其中
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在采访中，事发路段附近彭城新村刘姓
村民介绍说，1月中旬在离事发地段1公里左右的
季华西一环桥底的水管突然爆裂，曾出现路面浸

水，造成三条快车道不同程度损坏。几年前，该路
段也出现过水管爆裂的情况。禅城公安官方微信
发布的信息证实确曾发生水管爆裂，并对此发出
临时交通管制通知，进行了8天维修。

———地下工程施工造成的扰动。刘会忠介
绍，城市建设施工过程中的爆破和震动对地下
空间的地质结构平衡产生一定破坏，扰动形成
地层脱空、地下管线破坏从而发生路面塌陷。

一名业内地铁设计施工专业人士告诉记
者，地下工程施工存在地质风险，具体风险主
要来自于地层中的水和砂。 水和砂含量高，地
层不稳定，风险就高。如果因为施工导致水土
流失，那么就极易发生地面沉降甚至塌陷。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在上个月
中旬就印发过《关于加强复杂地质条件下铁路
和轨道交通建设安全风险防范的通知》， 指出
珠三角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多变，轨道交通建设
工程塌陷、坍塌等事故时有发生。

佛山一主干道路面塌陷
致至少10人死亡

城市道路为何频频发生塌陷

加大普查、 勘探 防堵地陷风险

法院回应杭州保姆放火案焦点问题

为何是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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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青雕 杨万里） 在永州市零陵区梳子铺乡许
家桥村，零陵区文物部门近日发现并认定了一
个元末明初时期的古院落。2月9日， 记者在区
文物专家引导下来到许家桥村探访。

许家桥村四周青山环绕，古木参天。走进
古院落，一排排古建筑有序排列，一条条古巷
道纵横交错。古院落入口有一近5米高的门头，
大门前左右有两个大石墩，石墩正面雕刻有精

美细致的莲花图， 左右边分别刻有梅花鹿图
案，门头两侧砌有2米多高、200多米长的围墙，
围墙上面全是用打凿好的“人”字型青石做盖
砖。走进古院落內，屋檐、窗棂到处可见各种木
雕、石雕，上饰花、鸟、虫、鱼和12生肖等图案，
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据区文物专家邓少年考
证，该村现有保存完好的元末明初古建筑30多
栋，最早的至今已有650多年历史了。

据许氏族谱记载，许家的始祖许焕长，原
是浙江嘉兴府嘉兴县善良乡人， 元朝时任湖
南衡永郴桂副都统，诰授振武将军。他在永州
为官多年，后来死于官舍，葬于零陵区梳子铺
乡许家桥村大湾山。自此后，许家后代在这里
置田定居下来。 许家桥村地处优美山水环境

之中，背靠后龙山，门前愚溪源头像一条永恒
的龙脉，远处群山环绕。

许家古院落成形于明代早期，完备于明代
中后期。规模宏大，最多时有建筑120多栋，总
占地面积达40000余平方米。 以门楼为前中轴
点，进门楼为大型消防水池，长30米、宽20米、
深1.5米，面积达600余平方米，亦属罕见。水池
两侧为宽广的舞狮坪。每逢过年过节，或逢大事
喜事，宗族聚此欢庆。近年来，随着村民越来越
多进城定居，许家桥村的很多老屋已鲜有人居。
由于缺乏人气，古屋损毁日趋严重。村民和文物
专家建言，有关部门应尽快拿出维修保护方案，
要不然，过不了多久，这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古
村落很有可能会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余蓉）2月8
日，我省召开2018年教育工作会议。记者从
会议上了解到，我省已构建督政、督学和评
估监测“三位一体”的现代督导体系，并在全
国创新性构建“网络评估”与“现场评估”相
结合的学校督导新模式，在服务教育强省和
教育现代化建设上提供强有力的监督保障。

据悉，2017年， 我省紧紧围绕城乡义
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中心工作， 重点督
查43个县市区的3054所学校的教育教学
情况， 确保达到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标准。同时，省级督导网络平台在全省正
式推广应用， 并对全省140所省示范性普
通高中开展7次网络随访督导，对网络评估
中问题较多且整改不力的18所学校开展
实地督导评估。

据介绍，我省将把教育事业统计、中小
学学生学籍、教师管理等数据与省级教育督
导网络平台对接，为责任区督学开展教育督
导工作提供大数据支撑，深入推进学校督导
从“行政化经验型督导”向“专业化技术型督
导”转型升级，打造湖南教育督导的升级版。

湖南日报2月9日讯（通讯员 杨亲福 记
者 周俊）罗马当地时间2月5日晚，联合国粮
农组织致函我国农业部，确认“中国南方稻
作梯田系统” 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至此，作为“中国南方稻作梯田系统”的4个
子项目，新化紫鹊界梯田与广西龙胜龙脊梯
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福建尤溪联合梯田，
正式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紫鹊界梯田位于娄底市新化县水车
镇，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周边区域梯田

面积达8万余亩， 核心景区有梯田2万余
亩，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国家
水利风景区，有“梯田王国”之美誉。

紫鹊界梯田充满文化韵味， 起源于先
秦，盛于宋明，为我国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
山地渔猎文化糅合的历史文化遗存。梯田分
布在海拔500米至1200米之间， 坡度30至
50度之间山坡上，面积大如盘小如碟，是中
国传统农耕文化保存最完美地方之一。

湖南日报2月9日讯（通讯员 尹振亮 记
者 李秉钧）2月8日下午，嘉禾县塘村镇尹家
村村民在春节来临之际，收到湖南省昆剧团
送来的一份特别“年货”———文艺大礼包。

在尹家村郴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单位———尹家公祠里人头攒动， 唢呐锣
鼓喧天，歌声掌声此起彼伏。一条“文化进
万家惠民演出” 的大红横幅悬挂在祠堂古
色古香的戏台前。戏台上，省昆剧团的演员
们为当地群众表演了现代歌舞、诗词朗诵、

器乐演奏、技艺展示、昆曲联唱等10多个
节目。戏台下，坐满了尹家村及周边村庄的
群众。 一位从蓝山县太平乡大洞村特意赶
来看戏的观众也当过乡村戏曲演员， 他感
慨地说：“专业剧团的演出就是不一样，看
得好过瘾。”

参加演出的国家一级演员雷玲在演出
结束后说：“天虽冷， 但这里还是挤满了观
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这样的演出很
值得。”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孟姣燕）今
天， 长沙实验剧场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
老年春节联欢晚会。 表演由老年人担纲主
角，交响乐、歌舞、京剧、小品、时装秀等节
目逐一亮相， 展现了新时代老年群体的风
采和对文化生活的新追求。

据悉，本次活动是中国智慧社区惠民爱
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国智慧城市工
作委员会、 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湖
南红色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活动旨在倡导
文化养老，以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老龄事业
发展，创建老年文化交流的品牌性窗口。

零
陵
发
现

元
末
明
初
古
院
落

湖南构建线上线下学校督导新模式

紫鹊界梯田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省昆剧团下乡送“年货”

老年春晚精彩上演
中国智慧社区惠民爱心工程打造文化养老平台

徐德荣 唐曦 唐兰荣

农历小年到，家家户户都热闹。在衡阳市
珠晖区苗圃街道大华社区巫爱桃老人家，一
个小伙子忙着淘米、摘菜……不一会，一桌香
喷喷的饭菜做出来了。

小伙子叫贺杰，也住在大华社区。他母亲
患脑萎缩，生活无法自理，全家靠父亲打零工
维持生计。2016年， 贺杰考上大学却无钱上
学，邻居巫爱桃听说后，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到
2万余元，圆了他的大学梦。从此，二人结下了

“祖孙情”。每放寒暑假，贺杰就会来看望巫爱
桃，“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巫爱桃今年85岁， 是原核工业七一二矿
退休干部。过去34年里，她先后资助了200余
名家庭困难学生，被当地人称为“爱心奶奶”。

“你很难估计，你播下的那粒种子，将来会
长成一棵什么样的大树。”巫爱桃把每个孩子看
作是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她说，希望通过自
己微薄的力量，帮助贫困学生成长成才。

巫爱桃爱心助学始于1984年。当时，她得知
单位一名贫困职工的孩子成绩优秀却面临辍学，

便隔三差五地给他家送去一些钱。在巫爱桃资助
下，孩子顺利考上大学，后来又考上了研究生。

“对我来说，有地方住、能吃饱穿暖就足够
了。”资助别人“一掷千金”的巫爱桃，生活十分
简朴。大华社区居委会主任贺小平说，巫爱桃并
不富裕，现在退休工资也只有3000余元，但她
经常去社区了解贫困学生的情况，不仅自己给
孩子们捐款，还多次在社会上发起募捐。

2016年12月， 巫爱桃家被评为省文明家
庭。她将1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资助社区2名特
困家庭孩子上大学。

老百姓的故事“爱心奶奶”34年资助200余学生

� � � �永州市零陵区梳子铺乡许家桥村古院落一角。 杨万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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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月7日晚8时40分左右，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一环桥底东往西方向路面发生塌陷。据
初步核查，事故现场8人无生命体征，3人失联，9人获救送往医院抢救，无生命危险。 图为2月8日航
拍的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