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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严进芳）1月25日，青海省人
民检察院召开青海省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助力脱
贫攻坚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发布五起典型案
例。据悉，2018年至今省检察机关共救助生活
困难的当事人440人，发放救助金1374万元，特
别是2020年救助人数和救助金额再创新高，实
现了全省各县区检察环节司法救助全覆盖，初
步构建了以检察环节国家司法救助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良好工作格局。

案例一案例一：：马某英国家司法救助案马某英国家司法救助案

2013年11月10日，马某林因感情纠纷与马
某花及其父母发生争执，马某林持刀将马某花
及其父母马某祥、王某乃拜杀害。2014年10月
21日，黄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马某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尖扎县人民
检察院发现本案刑事被害人马某祥全家四口
人，小女儿马某英年龄尚小且在读书，三位亲人
被害后，马某英失去生活来源，且一直未得到原
案加害方赔偿，生活极度困难。遂启动司法救
助程序，给予马某英司法救助金6万元。同时，
考虑到马某英的实际生活情况，协调其所在村
委会、学校等单位，对马某英学习生活给予关
注，共同帮助其完成学业。

案例二案例二：：李某某智国家司法救助案李某某智国家司法救助案

2018年4月10日，原案不起诉人仁某某旦
与被害人拉某某旦因邻里纠纷发生争吵，并相
互撕扯，期间造成拉某某旦腰椎部受伤卧床不
起，2019 年 9 月身亡。同年 10 月 30 日，化隆
县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
定对仁某某旦不予起诉。海东市人民检察院发
现拉某某旦去世后，李某某智夫妇与儿媳及两
名年幼孩子共同生活，生活拮据。该院主动启
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其发放救助金5万元，并
与被救助人所在乡政府和村委会沟通协调，由
村委会持续关注李某某智一家生活情况并给予
人力物力方面的帮助。经协调，乡政府将被害
人的两个未成年孩子纳入困难儿童帮扶范围，
按照每年每人 1800 元的生活补助标准发放至
18周岁。

案例三案例三：：冶某花冶某花、、冶某英国家司法救助案冶某英国家司法救助案

2019年7月3日，被告人冶某力因怀疑长子
冶某华非其亲生与妻子马某乃争吵。次日0时
许，冶某力用事先准备的匕首先后割断冶某华、
马某乃的颈部动脉，造成两人当场死亡。2020
年5月18日，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冶某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和
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办理该案中发现，由于被
告人将被害人残忍杀害，造成冶某花、冶某英两
个年幼孩子无依无靠，只能跟随被当地政府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祖母马某才生活，贫病交
加，民和县人民检察院立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为姐妹俩发放司法救助金7万元。

案例四案例四：：金某某等金某某等99人国家司法救助案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2018年3月25日晚，烈某因琐事与其妻东某
发生矛盾后对东某实施殴打，致东某创伤性休克
死亡。2018年12月29日，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以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烈某死刑，缓期两年
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玉树州人民检察院在
审查办理该案中发现被告人烈某和被害人东某
共同育有9名子女，案发后，9名被救助人失去生
活依靠及经济来源，7名未成年子女成为事实孤
儿，生活陷入困境，该院立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为9名子女发放司法救助金8万元。

案例五案例五：：拉某某国家司法救助案拉某某国家司法救助案

2017年4月17日，被告人久某某在青海红
十字医院门诊部7楼皮肤科女厕所内自行分娩
一名女婴，因考虑无法向家人交代，遂用脐带缠
住女婴脖子数圈，将女婴置于套着塑料袋的垃
圾桶内，并将塑料袋口封上。欲离开时，被医院
护士、保安发现，经抢救被害人脱离生命危险。
2018年10月12日，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以故
意杀人罪判处久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
年。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害人拉某
某出生时被其母用脐带绕颈，造成四肢运动障
碍，需长期进行肢体康复治疗。因被害人亲生
父亲不明，拉某某只能由外祖母抚养，因其外祖
母家仅依靠饲养牲畜为生，家庭生活困难，拉某
某受到侵害后，被认定为智力残疾一级，康复治
疗效果缓慢、治疗时间无法预估，遂决定给予被
害人4万元司法救助金，并为拉某某一家申请
到低保金及残疾人补助金，使其家庭生活得到
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善。

我省发布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1月24日，一股
强冷空气“突袭”，今年的第一场降雪，
让市民直喊“冷”。不过，雪后初霁，暖
艳艳的冬日又来了，记者从市气象台获
悉，我市又要回到大晴天！

据记者了解，受北部短波槽东移影
响，上周末的降雪断断续续持续到了 25

日，一场降雪为西宁带来了寒冷，然而午
后的阳光破云而出，晴天又来了。“受降
雪影响，西宁气温有所下降，不过未来三
天西宁地区以晴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
缓慢回升。”市气象台周琴说，雪后初
霁，西宁未来几天艳阳相伴。据市气象台
监 测 ， 26 日 ： 晴 转 多 云 ， 气 温 ： 西

宁-12℃～0℃，大通-16℃～-2℃，湟
源-17℃～-1℃，湟中-12℃～0℃；27
日：晴，气温：西宁-13℃～1℃，大
通 -19℃ ～1℃ ， 湟 源 -16℃ ～0℃ ， 湟
中-11℃～0℃；28 日：晴，气温：西
宁 -14℃ ～3℃ ， 大 通 -20℃ ～1℃ ， 湟
源-18℃～0℃，湟中-13℃～1℃。

本报讯（记者 悠然）寒假到来，对于
“熊孩子”们来说是件非常开心的事，但由
于受疫情影响，很多家长已不再将旅游规
划在这个假期中，也不考虑去聚集性人多
的课外班，那么，为了让“熊孩子”们能够过
一个充实的假期，便开始选择报名一些网
络培训机构，然而，网络培训机构存在鱼龙
混杂的情况，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如今看
直播购课的家长已不是少数，有购课成功
按时上课的，也有迟迟未排课联系不到公
司的，让很多家长直呼“上当”！

网课吸引不少大小粉丝网课吸引不少大小粉丝

“宝妈们看过来，今天在直播间购课，
将赠送……”“假期就是让孩子打翻身仗

的好时机，这次购课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
次……”记者在很多购课平台看到，主播们
都很卖力地介绍着自己的课程优势和优惠
条件，评论区家长们也是问题不断。“我比
较喜欢让孩子试听不同教学风格的课程，
经常抢购一些特价的课程，孩子对哪种感
兴趣我就给他报哪个机构。”“一般抢购的
课程时间短，价格也低，感觉还不错。”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很多家长都会通过一些网
络直播平台或是微信分享链接购课，让“熊
孩子”们在漫长的假期中给自己好好“充个
电”。网课吸引不少大小粉丝。

购买网课有喜有忧别购买网课有喜有忧别““踩雷踩雷””

近期，《西宁晚报》刊登的《紧急提醒！

家长购买网课谨防“踩雷”》一文，引起了
广大家长的热烈反响，纷纷向报社来电吐
槽，有的家长认为网课让他们掉进了一个

“坑”里，购了课却迟迟未被排课，并且对
方还玩起了“失踪”。有的家长则感觉自
己遇见了“救星”，改善了亲子关系，一改
孩子眼中的“狮子吼”形象。“报网课还真
不能盲目，之前就报过一个网课，介绍的
时候很专业，特别吸引家长，可是交费后，
迟迟不开课，最后还被对方拉黑了。”“我
觉得网课的优势就是动漫的画面吸引了
孩子，可是现实学习中，怎么可能这么有
趣呢，万一孩子依赖上了怎么办。”“经常
听到有孩子的同学上网课，只好也给他报
了一个，可是觉得学费也不便宜呀。往往
一个时段的课还未结束，就开始介绍下一

个时段的优惠力度，感觉被套住了。”与之
相反的也有不少家长很认同网课，“这个网
课还真好，以前一跟孩子说学习，孩子就一
脸不耐烦，现在每天主动要求学习了。”“孩
子放假一般都会在老人家中，不是看电视
就是玩手机，报了网课以后，至少能学到些
知识，对做作业也有些帮助，孩子的学习积
极性比过去也高很多。”

通过家长们的吐槽，可以看出孩子
们都是很认同网课，但是由于现在网课
机构比较复杂，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家
长，最好要了解清楚对方是否有资质，
支付渠道是否安全，一定要维护好自己
的消费权益。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限售限放烟花
爆竹全民总动员！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

“两节”临近，市民对购买鞭炮是“想之又
想、慎之又慎”，觉得拥有一个低碳、环保、
安全的生活环境更重要。自2020年9月1
日起《西宁市限制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以来，机
关、学校及各企事业单位纷纷行动起来，大
家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理性认识购买烟花
爆竹，自觉少购买、甚至不购买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购买量燃放量都在减少

“自从去年西宁烟花爆竹限售限放后，
我们这儿还有附近小区都很少有人放鞭
炮。我家在闹市区，以前一到逢年过节、红
白喜事、商家开业的时候，突然响起的噼里
啪啦炮声，让人受不了。如今真不错，烟花
爆竹购买量燃放量都实打实减少了，这是

好事，百姓支持。”市民赵鹏蕴告诉记者，她
家小区门口原来有一家烟花爆竹的专营
店，烟花爆竹限售限放前，购买的人络绎不
绝，烟花爆竹限售限放后，由于街道、社区
一直宣传绿色过节、少放鞭炮，人们环保意
识不断增强，市民购买、燃放烟花爆竹的数
量明显减少，周围的人都改变了生活方式，
遇到喜庆事都是以鲜花、贴贺联等方式庆
祝，效果也不错。

全民总动员打好限售限放攻坚战

“为了呵护好我们的生活环境，珍惜来
之不易的环保成果，我做到：做好家长的工
作，全家人不购买、不燃放烟花爆竹，争做
保卫蓝天小卫士，让天空更蓝、呼吸更清
新、生活更健康。”这是放寒假前，小学生周
海洋在校参加的承诺践行烟花爆竹禁放倡
议活动。“你好，我们是区烟花爆竹联合检

查组执法人员，请配合我们做好安全检查
……”这是城中区应急管理局开展烟花爆
竹专项督查时的情景。为全面加强对烟花
爆竹领域经营、储存、运输等各环节全链条
的安全监管，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在烟
花爆竹销售进入“旺季”前，我市多部门联
合开启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督查，全面
启动清查行动。对烟花爆竹经营点进行摸
底、调研，对烟花爆竹经营点检查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场所安全条件达标情
况、现场安全管理落实情况、销售流向登记
等开展“打非治违”行动，确保全市烟花爆
竹行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雪后初霁雪后初霁，，西宁未来几天艳阳相伴西宁未来几天艳阳相伴

全民总动员打好限售限放攻坚战

限售限售限放限放 烟花爆竹
西宁西宁在行动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1月25日下午，
因降雪管制的京藏、西和、张汶等高速公路
在养路、交警等部门近24小时的清冰除雪
和事故处理后，解除管制，西宁市周边交通
逐渐恢复。

1 月 24 日下午，一场突然到来的降温
和降雪天气导致我省境内京藏、西和、张汶
等高速公路积雪结冰严重，事故多发。为
此，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紧急
封闭京藏高速海东主线收费站至马场垣
（双向），西和高速河湟新区至京藏高速主
线，张汶高速平阿路段。道路封闭后，西宁

到民和方向双向车辆行驶只能走国道109
和民小公路。

虽然降雪来得突然，但是省内各职能
部门第一时间投入清冰除雪工作中。24日
下午，省交通厅下属各单位、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各大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道路作
业和事故处理，25日8时许京藏高速乐都
至西宁方向单向通车，9时许张汶高速平安
方向单向通行，11时许张汶高速双向解除
管制，车辆开始正常通行。25日下午，其余
路段也均恢复通行。

记者注意到，本次降雪发生后，虽然多

条高速公路临时管制或者直接封闭，但近
年来我省在路网建设上的作用非常明显。
京藏高速封闭后，不仅有 109 国道可以通
行，民小公路也为进出西宁的市民提供了
极大便利。而市内凤凰山快速路、南绕城
高速的建设，在灾害性天气来临时也为前
往机场、进出西宁提供了极大便利。

另外，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
支队等单位，在灾害性天气来临时，通过
提前预警、现场救援、连续作战等方式，
保障了道路交通畅通安全，得到了百姓的
称赞。

西宁周边高速全部解除管制

假期网课有喜有忧选择需谨慎假期网课有喜有忧选择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