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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记者 陈奕儒

7月5日下午4时，临武县舜峰镇杜家
村外多了一座新墓。围观的送葬人中，有
一人特别悲伤， 他就是郴州市第一强制
戒毒隔离所的戒毒人员杜一（化名）。

杜一紧紧攥着拳头， 眼里噙满了泪
水，望着棺材被缓缓放入墓葬坑中。

协警谢键走上前， 拍拍他的肩膀：
“哭吧， 告诉你母亲， 以后你会好好戒
毒。”杜一放声大哭，“妈妈，你放心吧，民
警待我都很好，我……会好好戒毒的。”

年少辍学误入歧途
杜一是名戒毒人员。这天，他的母亲

下葬， 戒毒所民警陪同他向母亲作最后
的告别。前往墓地途中，杜一低着头，表
情木然，两个表堂兄弟搀着他前行。

“这孩子性格内向，这样憋着反而不好。”
谢键说，“现在哭出来了，总算是释放了。”

出生于1997年的杜一因违反校规，
只读到初一就辍学了， 后来结交了社会
上的人，在别人诱惑之下吸食了麻古，后
被送往戒毒所。母亲去世后，杜一的叔叔
向戒毒所提出申请， 请求让杜一回家奔
丧，送母亲最后一程。

“孩子交给你们放心”
陪同杜一回家的， 包括戒毒所副所

长王利芬、管教民警杨福全在内，一共4

位民警。
在当天中午的丧宴上， 杜一的筷子久

久无法落下。 王利芬安慰道：“下午还要送
葬，不吃饱怎么有力气？”杨福全夹了菜放

到杜一的碗中，杜一这才开始吃起来。
“管教民警是直接管理教育戒毒学

员的，杜一就是杨福全管教的。我们安
排他时刻留意杜一的情绪。” 杜一的叔
叔和姑父，都举杯对民警表示感谢：“把
杜一交给你们，我们放心。他母亲病重，
你们指导我们提出申请、 办理程序。每
次我们询问杜一的情况，你们都耐心及
时地告知我们。杜一戒毒，幸好碰到了你
们这样的好警察啊。”

17次离所探亲显人性执法
杜一的母亲患上了嗜血细胞综合症，

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近3个月。
7月4日上午，杜一第3次出所探望母

亲。在病房里，他见到插满了医疗管、神
志恍惚的母亲，哭得喘不过气来。不久，
母亲就去世了。

“杜一共探望母亲4次，每次都是亲
属提出申请，我们指导走程序，全程陪同
探亲。”

戒毒所所长唐晓勇对记者说：“戒毒
所推崇的是严格规范执法与人性化执法
相结合的管教方式，今年以来，带戒毒学
员回家探视重病亲属或奔丧已有17次。
今后，还会一直做下去。”

通讯员 陈皓静

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漂亮女网友，
正期待一场完美见面。不曾想，等着他的
是一场精心设计、 暗藏玄机的骗局。近
日， 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检察院以敲诈勒
索罪依法批捕了熊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

3起蹊跷的追尾事故
4月14日凌晨2时许， 被害人刘某驾

车送女网友“王晓若”回家，在株洲市中
心广场被一白色奔驰车撞上， 对方称其
酒后驾驶，以报警相威胁敲诈刘某，刘某
被迫交了7000元“了难”。

事实上，13日晚9时至14日凌晨2时
许， 共有3辆车在同一地点与奔驰车相
撞，被撞司机都选择出钱私了。

连续发生多起小车被同一台小车追
尾，这引起了交警部门的注意，遂展开调
查， 一个有组织的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浮
出水面。

美丽动人的“她”竟是男性
被害人全某称， 他通过社交软件认

识了网名叫“NEW*甜橙”的女子，被害
人肖某也通过同一社交软件认识了网名
叫“陈丹”的女子，2人最终见到的是同一
人，就是熊某乙。

除了全某和肖某， 多名被害人见到
的女网友，都是熊某乙。而在社交软件上
与被害人热聊的并非熊某乙， 而是男性

“键盘手”。
“键盘手”以女性身份在社交软件上

寻找各种男性搭讪，套取信息，当确定对

方系有车一族后，即将其列为作案目标，
约会见面， 目标对象信息则转给劝酒的
“车托女”熊某乙。

“车托女”一般会选择在晚上约会。其
间，她会在吃饭、唱歌或是吃宵夜等场合
劝目标对象喝酒， 对方喝酒后，“车托女”
就提出请对方开车送自己回家的要求。

上车后，“车托女” 将自己的定位及被
害人车辆信息发送给同伙， 熊某甲等人驾
驶奔驰车趁机追尾被害人车辆。 多数被害
人基于酒后驾车报警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
而被判处刑罚，纷纷选择掏钱买平安。

“酒换水”牵出犯罪团伙
4月13日晚12时许，被害人陈某与熊

某乙约会期间，熊某乙对其频频劝酒，陈
某趁熊某乙上厕所之际， 将自己的酒换

成了水。
当陈某驾车送熊某乙回家时， 在株

洲市中心广场被熊某甲等3人驾车相撞。
熊某甲以陈某酒驾相威胁， 陈某因未喝
酒，遂报警由交警处理。

交警部门在对熊某甲等人车辆进行
调查后， 发现该车在相同时间段与多车
追尾的事故，最终本案告破。

被抓获的熊某甲、周某、顾某、何某
均是道县人。2017年10月， 以熊某甲为
首，招募“键盘手”莫某（刑拘在逃）、“车
托女”熊某乙（怀孕取保）、方某、邵某等
人入伙，成立碰瓷团伙。

他们以“键盘手” 套取信息，“车托
女”劝酒，诱使被害人酒后驾车，利用被
害人酒驾不敢报警的心理， 制造交通事
故并勒索钱财。

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期间，该
团伙先后在广州、东莞、长沙、株洲等地
实施敲诈勒索犯罪，作案数10起，涉案金
额数10万元。

检察官提醒：网友见面勿轻信，还需保
持警惕心。酒后切莫开车，开车不要喝酒。

学徒工作中受伤属工伤吗
方女士：我是某公司的学徒工。为了学技术，我常利用

师傅工作休息的间隙，主动“串岗”去其他师傅处帮忙“偷
师”。4个月前，我在“串岗”时因操作失误，致左手严重割伤。
我要求工伤保险部门给予工伤待遇时， 被告知公司并未为
我办理工伤保险。公司认为我只是学徒工，无需为我办理工
伤保险，且我未经批准“串岗”，不是因为本职工作不构成工
伤。公司的说法对吗？

法官回复：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一方面，学徒工也属于
工伤保险的主体。《工伤保险条例》 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
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 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
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其中的“职工或者雇工”是指与用人单位
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而劳动关系的建立，始于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的用工。故你虽属于学徒，与公司之间已建立劳动关系，
公司不能免除为你办理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

另一方面，你的情形同样构成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
1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的。”鉴于你所受伤害发生在工作时间，“串岗”也具有帮忙
的因素，操作机台是应另一师傅的要求，所活动的区域并没
超出公司生产场所的范围， 且与工作有着密切关联。《工伤
保险条例》 第62条第2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
支付费用。”所以，公司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培训机构更换老师
可以要求退款吗

贾女士：去年，我在某培训机构为孩子报名参加了英语
辅导班，孩子对授课老师十分满意。今年，我再次选择了同
一课程，并缴纳了课费。谁知开课不到1个月，孩子说换了新
老师，不适应，不想学了。据了解是原来的老师辞职，所以更
换了老师。我要求退费，培训机构不同意，我该怎么办？

律师回复：根据《合同法》第107条及《民法通则》第111
条的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
损失等违约责任，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你与培训机构签订合同是基于对老
师的信赖，且原来的老师授课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之一，
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不能随意替代或更改。因老师的辞职
造成履约不能，可视为培训机构违反了合同约定，该机构应
承担违约责任。你可以向其要求退回剩余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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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护送戒毒学员回乡奔丧 人性化举措唤醒失落的意志

亲情之钥打开戒毒“心锁”

甜蜜约会落入碰瓷新套
团伙专钓社交软件有车族 利用酒驾敲诈勒索数十起

� � � �杜一（中）与奶奶相见。（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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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火热”不一般
连续22天发布高温预警

8月3日午后，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路面被
烤得滚烫。 在此进行环卫机扫作业的戴昊明
戴着墨镜、身着长衫在坚持工作。

“广场反光特别厉害，不戴墨镜根本看不
清。地面太烫了，鞋底薄了都烫脚，穿厚底鞋
才站得住。”戴昊明说。

在距天安门广场数公里外的北京动物园
里，饲养员正在施展防暑降温“大招”，送冰
块、开喷淋、降室温，为园内棕熊、金丝猴、黑
猩猩等动物“消暑度夏”。

当天， 中央气象台连续第21天发布高温预
警。 4日6时，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
警： 预计4日白天， 辽宁大部、 内蒙古西部和
东部偏南地区、 吉林东部和南部、 华北中东
部、 黄淮北部、 陕西南部、 四川盆地东部、 江
淮南部、 江南东部、 新疆南疆盆地等地的最高
气温有35-36℃。 其中， 内蒙古西部和东部偏
南地区、 吉林东部和南部、 辽宁中北部、 华北
中部、 陕西关中地区、 重庆北部、 江西东北
部、 新疆吐鲁番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可达37-39℃。

7月下旬以来， 辽宁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沈阳、铁岭等多个城市气温突破历史纪录，辽
宁800多万亩农田受旱。

中国气象局统计显示， 刚过去的7月，全
国有94站发生极端高温事件， 辽宁本溪县
（39.2℃）等24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7月9日以来，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
高温天气， 四川叙永和重庆丰都最高气温达
42.3℃。重庆中部、湖北西部和东部、湖南西北
部、江西西北部、河南东南部等地最长连续高

温天数超过10天，四川古蔺高达23天。”中国
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李明媚
说， 持续的高温天气已导致一些地区电网用
电负荷和日用电量增加， 对农业和人体健康
产生了一定影响。

高温“烤”验北半球
四大洲同时“发高烧”

寰球同此炎热。对瑞典气象学家本特·林
德斯特伦来说， 今年夏天持续如此之长的高
温， 实在令人担忧。“出现超过30℃的单日温
度并不奇怪，但今夏高温天数异常持久，这是
比较可怕的。”

瑞典电视台报道，今年7月瑞典平均气温
比以往正常水平高出3-4摄氏度， 多地创下
260年来7月气温最高纪录。

让林德斯特伦感到可怕的极端高温天
气，这个夏天不止出现在瑞典，也出现在同属

北欧国家的挪威、丹麦、芬兰，更出现在亚洲、
北美洲、北部非洲等广袤的大陆。从东京到雅
典、从北美到北非，热浪席卷北半球。

欧洲———瑞典高温引发多处森林火灾；挪
威、芬兰和丹麦分别出现罕见高温；希腊雅典遭
遇40℃高温袭击，并诱发火灾；意大利罗马7月
14日高温直逼40℃；连北极圈内的一些气象站
也观测到气温超过30℃，森林大火在以寒冷著
称的北极圈内燃烧。

亚洲———日本大部分地区经历了观测史上
最热的7月，中暑死亡一百多人，连相对凉爽的北
海道也有多人中暑死亡。进入8月以来，依然是持
续全国性的大范围高温；韩国大范围高温天气持
续。7月23日韩国最低气温创111年来最高值，高
温导致中暑患者剧增，十余人死亡。

北美洲———加拿大魁北克省7月初遭遇
几十年不遇的罕见连续高温天气， 导致数十
人死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遇创纪录的高
温侵袭，美国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等地气

温破历史纪录，多地因高温诱发火灾。
北部非洲———7月初， 摩洛哥出现43.4℃

高温， 阿尔及利亚东部的瓦尔格拉最高气温
更是达到51.3℃。

地球为何发“高烧”
气候变暖是根源

“此次极端高温天气延续，偶然中的必然
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必然之中的偶然，
则要归结于今年极地环流和赤道中东太平洋
海温异常。”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室首席艾
婉秀说。

研究显示，气温上升速率呈不对称性，北
方升温速率高于南方， 今年夏天北方高温的
极端性明显高于南方。同时，最低温度的上升
速率高于最高温度的上升速率， 夜间温度不
返凉，加重了炎热程度。

艾婉秀说，入夏以来，北极地区气温异常偏

高，冷空气“龟缩”，向南扩散的活动明显偏弱。此
外，控制东亚地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较
常年异常偏北， 平均强度超过常年同期一倍以
上，使得我国华北、东北气温异常偏高，尤其今年
第10号台风“安比”影响过后，东北地区气温迅
速升高，高温纪录纷纷打破。

极端高温天气为何肆虐北半球？ 世界气象组
织认为， 极端天气频发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
候变化有关。 近期极端天气频发虽然很难简单归
因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 但从长期来看，
极端高温增多的趋势由气候变化所引起。

“2018年正在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年份
之一，许多国家都有新的高温纪录，这并不令
人意外。我们正在经历热浪和极端高温事件，
这与我们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
预期一致。这不是未来才会出现的情况，而是
正在发生的现实。”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埃
琳娜·蒙娜恩科娃说。

高温还将“烧”多久
不应局限于今夏

就我国而言，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多久？李
明媚表示，预计到8月12日，中东部大部地区
仍多高温闷热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相关研究认为， 未来我国
夏季极端高温事件的出现概率会大大增加，
到2025年左右至少有50%的夏季可能出现长
时间的高温热浪过程。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18年《中国气候变化
蓝皮书》指出，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
指标表明：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中国是全球
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1901年至
2017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
近20年是20世纪初以来的最暖时期。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最新发布的评估报告认为，人类活动
原因， 极有可能是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气候
变暖的主因。

“高温、野火与全球变暖密切相关。我们
不应局限于某一个夏天， 或者某一个地区气
温超高的个别现象。”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环境专家朱怡芳教授说， 美国西部野火看
似突发事件，但在整个的气候变化大框架下，
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如果全球不采取有效措
施减排温室气体的话， 类似事件将会越来越
多，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朱怡芳说，直观上，公众往往很难将气候
变暖和环境联系起来， 因为二者联系的过程
是非线性的。 全球变暖不能简单理解成某一
个地区的气温升高， 而是包括海洋和大气在
内地球上的平均温度逐年升高。 全球气候变
化对人类影响巨大， 全球变暖会把极端天气
变得更加极端。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高温“烤”验四大洲
热“火”还要烧多久

� � � � 8月3日， 在西
班牙东海岸的布里
亚纳， 人们在游泳
池内戏水纳凉。

新华社发

� � � �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北部非
洲同时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
卷北半球；

北极圈内一些地区气温超过
30℃， 高温延续使得北极圈内森
林火灾频发；

中国连续22天发布高温预
警，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面积大、
最低气温高……

为何今夏整个北半球都在“发
烧”？什么原因导致高温肆虐？它给
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极端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多久？哪些
方面值得人类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