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1
8月5日，南部县火峰

乡，一对父母将7岁的孩子
忘记在车内，孩子最终抢救
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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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道“生命线”
运出20万斤平菇
运回8000斤物资

7月6日，由于成都突降大雨，导
致崇州市鸡冠山乡镇琉璃坝村通往
外界的唯一道路被阻断，旋即成为

“孤岛”。
在地质灾害发生的不久后，民

警、医务等相关救援力量通过翻山的
方式陆续抵达村内。同时，被阻断的
道路两侧，还搭建起400米长的索
道，为并不盛产蔬菜的村庄运进蔬
菜、药物等物资。救援力量接力进
行，让这个被困218名群众的小山村
得以正常运转。

索道不仅帮助村民运送了生活
物资，还将村民们种植的农产品带了
出来。受到道路阻断影响，几户平菇
种植大户面临考验，据了解，由于平
菇保质期短，如果不能正常运出，就
会让种植户们蒙受巨大损失。

“生活物资是隔一天运进去，平
菇是每天都运出来。”琉璃坝村村主
任何发贵告诉记者，被困的38天中，
预计共有20万斤以上，价值约100万
元的平菇得以顺利运出销售，而运回
山上的物资大约在8000斤左右。

据何发贵透露，在道路抢通后，
原先架设的索道也将功成身退了，

“索道还会保留一段时间，直到排险
工作完成后才会拆除。”

近期，儿童伤亡事故频发，令
有不少网友在惋惜的时候，
也忍不住谴责一些“马大哈”
父母的失职。

“应该建立监护监督制度，让失职父
母承担法律责任。”关注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工作多年，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未成
年人刑事检察科科长丛林也在微信朋友
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也有声音认为
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是对受害家庭的再
次打击，将造成二次伤害。

因监护失职出现未成年人受伤或者
死亡的情况，监护人是否应该承担法律
责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记者采
访了丛林。

追责问题
监护人的责任有法律规定，但

像“没有牙齿的老虎”

丛林告诉记者，我国对于儿童监护
人的责任要求，在《民法总则》《刑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都有相应规定。
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行政处罚
的，从其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或者

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六十二
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
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行政处罚。因此对于监护中出现的
侵害行为，监护人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
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些规定都
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就像‘没有牙齿
的老虎’。”丛林告诉记者，比如《未成年
人保护法》规定了治安处罚，但《治安管
理处罚法》里面却没有对应的处罚规
定。“这样一来，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就被
架空了，相当于只规定有义务却没有违
反义务的责任。”

观念问题
监护人疏忽性失职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

丛林同时表示，有些案子法律有具
体规定，但家长并没有受到相关法律处
罚。比如，孩子被遗忘在车内高温致死
的案例，如果发生在校车内，司机等相
关责任人会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等原因

获刑，但换作是家长的原因，则没有因
此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这主要源
于一种观念——有很多父母内心就认
为孩子是附属品，未成年人监护被当做

“家事”，公权力不应介入太多。
“从事少年司法多年，我发现一个现

象，有不少家长觉得孩子是自己的，而非
独立的主体。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家
长都知道殴打他人是违法甚至犯罪，但
却存在经常打骂自己孩子的情况，有时
候甚至只是因为心情不好。”丛林说。

丛林认为，还有一层原因是事故发
生之后，监护人被归为了受害者而非行
为人的身份。“因为事故，家长已经遭受
了巨大打击和痛苦，大家会认为不应去
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但过失犯罪都是
违背行为人主观意愿的，内心谴责是一
回事，法律责任是另一回事。”丛林指出，
有些监护人存在“侥幸心理”，将安全防
范意识抛在脑后，是直接导致未成年人
伤害的原因，依法承担责任有法律基础。

预防问题
预防此类悲剧发生需完善监

护监督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儿童的第一死
因是意外伤害，每年有10万名儿童因
为意外伤害而死亡，而有更多的孩子
因伤害致残或需要入院治疗。导致儿
童意外伤害的，不少与监护人的疏忽
大意直接相关，其中很多悲剧是可以

预防的。
预防此类悲剧发生，丛林认为需完

善监护监督制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
善未成年人保护性立法，比如在立法中
规定“不能将孩子单独锁在车内、单独
留在屋内”等禁止性行为，并规定相应
的法律责任，发挥立法的规范作用，从
立法的导向作用上出发，尽量预防这种
行为的发生。

而除了行政、民事责任，丛林还建
议单独设立“监护疏忽罪”，对一些监护
失职行为进行刑事处罚。丛林强调说，
刑罚并不等于“坐牢”，对这类行为可在
刑罚种类、刑罚执行方式等方面予以考
虑，比如单处罚金、管制、适用缓刑等，
利用非监禁刑中的社区矫正措施或是
禁止令，要求父母履行监护义务。

此外，丛林认为还需建立监护监
督报告制度。“监护问题作为家庭问
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与封闭性，存在
发现难、处理难的问题。有很多监护
疏忽行为都是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才可
能引发关注。因此，对监护行为实施
监督，应发挥社会各界的作用，建立通
畅的报告渠道和制度。比如在村（居）
民委员会设立兼职或专职儿童福利督
导员，对监护人履职情况进行督导。”
丛林说。 四川日报记者 任鸿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儿童的第一死因是意外伤害，每年有10万名儿童因为意外伤害而死亡，还有更
多的孩子因伤害致残或需要入院治疗。导致儿童意外伤害的，不少与监护人的疏忽大意直接相关……

还记得那座因山体塌方导
致道路中断的“孤岛”村庄吗？

7月6日，因为一场突如其
来的暴雨，崇州市鸡冠山乡镇发
生了一起山体垮塌。垮塌阻断
了崇州市鸡冠山镇琉璃坝村通
往外界的唯一道路，让这个218
人的小村庄成为一座“孤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以
《崇州“孤岛”琉璃坝村接力救
援：搬来了临时警务室、医务室》
为题做过相关报道。

8月14日，记者从鸡冠山
乡政府获悉，8月12、13日，经
过两天抢修，塌方路段已于8月
13日暂时恢复通行。据乡政府
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黄驰透
露，由于塌方处还在进行剩余的
排危工作，塌方路段仍实行限制
通行。限制通行时间为上午8
点至下午6点，其余时间琉璃坝
村内村民可观测出行。

值得一提的是，为营救这座
“孤岛”，当地在山体垮塌处搭起
了一条长达400米的索道。这
条索道，成为连接村庄内外的
“生命线”，不仅把山里生产的蘑
菇源源不断地运出来，还把大学
生的录取通知书和村民的救命
药运送进去……

鸡冠山琉璃坝村阻断道路暂时恢复通行

背患病老人翻山就医

交通虽被阻断，但琉璃坝村和外
界的联系并没有中断。村民如遇紧急
事情，可向村内的临时警务点和医务
点求助。

村主任何发贵就遇见过一起紧急
求助。在被困期间，村内有一位66岁
的老人罗术华突发疾病，向村委会求
助到村外医治。“罗奶奶是村内的一位
空巢老人，平时由她的妹妹照顾。”何
发贵告诉记者，翌日早上7点，他们一
行3人便带着罗术华从村口出发徒步
翻山。期间3人轮流替换着背，经过2
个小时的翻山之后，何发贵最终带着
罗术华老人走出了村庄。目前罗术华
尚在外养病，但经过及时医治，老人的
病情已大有好转。

索道救了我家的平菇
“终于抢通了，平菇能正常运出去

卖了！”见村里通往外界的道路被抢
通，家住琉璃坝村 3 组的何娇和丈夫
难掩激动，“这段时间幸亏有索道，不
然辛苦的付出全部打了水漂。”

在被困的38天期间，虽然村民的
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但对村内的种植
户而言不啻煎熬。何娇是村里的种植
大户之一，种有二三十亩平菇。“平菇
保质期短，晚一天卖出，我们就会损失
几千元。”在路断之初，夫妻俩愁眉不
展。“多亏了这条索道，我们家每天能
运送一两千斤平菇出去。”何娇说。

被困 天后
打通崇州“孤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

见习记者杨金祝
图由受访者提供

孤岛
日志

儿童意外伤亡事件频发
业内人士建议刑罚“马大哈”父母

案例2
8月5日，南宁一位母

亲陪儿子在路上玩滑板车，
母亲转背瞬间，小男孩被车
碾压身亡。

案例3
7月30日，米易县湾丘

乡麻窝村四社，五名儿童相
约到水塘玩耍时不幸溺水
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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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段通行
村民现可在规定时间段

自由进出

从7月6日至8月13日，为何近38
天时间才将道路抢通成功？

据鸡冠山乡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由
于7月份成都进入雨季汛期，不时的强
降雨给抢通工作带来极大难度。除现场
垮塌的这一部分的碎石泥土外，岩体处
还有很大裂缝。“即使将路抢通，降雨也
可能导致岩体再次发生垮塌，给车辆和
来往群众带来伤害。”

黄驰告诉记者，前不久，他们已请地
质专家进行勘探排险，而后在8月12日
开始施工作业，并于8月13日将堵塞道
路抢通完毕。

“但排危工作仍在继续。”黄驰表示，
如今垮塌地点实行限制通行，限制通行
时间为早上8点至下午6点，期间施工
人员将进行排危工作，车辆和人员不得
通行，其余时间村民可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观察通行。

“排危工作的整体完成，还需由国土
专家进行专业评估，根据山体情况再做
安排。”黄驰说道。

被困期突发
保障供电

劝阻村民从塌方点翻越

随着道路的抢通，村内增
援的临时警力也随之撤出。
被困的38天内，崇州市公安局
每批次派出4名民警驻村，每
次5天，保障全村人的生活安
宁。

由于连续降雨，村内也偶
尔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整个
村庄的供电全部依靠山上的水
力发电机供电，一旦出现轻微
塌方，泥石就会堵住河流，造成
全村的停电和通讯中断。

崇州市公安局副政委谢
洋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在村内
就遭遇过两次断电。为了保
证发电，水电站需有人24小时
值守，一旦出现河道堵塞，必
须第一时间赶到堵塞点疏通
河道，保证发电站的正常运
行。

此外，因长期不通车，一
些村民的情绪也有些急躁。

“认为这次的山体塌方并不严
重，便自发组织队伍进行抢
通。”谢洋告诉记者，驻村民警
除了帮助村民运送物资保证
生活以外，还劝阻了不少试图
从塌方点翻越的群众。

为营救这座“孤岛”，当地在
山体垮塌处搭起了一条长达400
米的索道。

道路抢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