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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贩 一个电话牵出数名嫌疑人
19时20分
朵森格路

2月10日下
午，拉萨市禁毒
支队接到线报：
有几名贩卖毒品
的人在东郊某宾
馆聚会。拉萨市
禁毒支队立即安
排部署，组织干
警开展行动，
在
东郊某宾馆顶楼
茶园的一个包间
内，缉毒民警将
7名嫌疑人堵了
个正着，并从其
中一人身上搜出
海洛因1包。随
后，缉毒警将7
名嫌疑人带回禁
毒支队连夜审
讯。结果是3人
参与贩毒，
4人
在近期内吸食过
毒品。
■图/文记者赵瑛

行窃
小偷还嫌手机破

缉毒警搜查马某住的房间。
贩毒头目百般狡辩
一个电话露了馅
在抓获的 3 名贩毒嫌疑人中，
其中两人主动交待说被抓的 7 人
中有一个是他们的头目——
—马某。
面对缉毒警的问讯， 马某很狡猾，
回答得滴水不漏。 他还百般狡辩称
民警抓错了人，他根本不知道毒品
到底是什么样，而他只是一个虫草
贩子。 正当审讯工作陷入僵局时，
一个电话将马某的谎言揭穿了。

东郊五岔路口
买毒品被抓
马某等 7 人被抓时，身上的通
讯工具全被收缴了。 也就在此时，
一个电话铃声打破了僵局，民警一
看正是马某的手机，于是接通了电
话：有人向马某买毒品，并约好了
交货时间和地点。

按照约定的时间，2 月 11 日
下午 2 时许，拉萨市禁毒支队缉毒
警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赶
到了约定地点——
—东郊五岔路口
的邮政储蓄所门口， 并做好了埋
伏。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吸毒人员
自投罗网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去，突然，缉毒人员看到一位身体
瘦弱的中年男子一边走一边鬼头
鬼脑地四处张望，走到邮政储蓄所
外面又一阵观察，接着鬼鬼祟祟地
溜进了储蓄所。“
就是他！ ”缉毒警
肯定地说。 说时迟那时快，3 名年
轻力壮的缉毒警同时出动，一举将
该中年男子擒获。 经过审讯，最开
始还大喊冤枉的刘某终于承认了
自己找马某买毒品的犯罪事实。

缉毒警顺藤摸瓜
再抓 4 名贩吸毒人员
案件进展到这一步， 马某知

道瞒不住了， 承认了自己曾经参
与过贩毒的事实， 但他还是一口
咬定：“现在没干了。 ”没有证据，
无法使马某归案。 于是，缉毒警带
着马某再次回到了当初被抓的宾
馆。 在马某住的宾馆房间内，缉毒
警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处，
但遗憾的是， 房间内并没有发现
毒品的影子。 经过缉毒警对整个
宾馆地毯式地搜索， 终于在宾馆
楼顶的一堆沙土里发现了马某藏
的 15 包海洛英，马某见自己的犯
罪事实不能再隐瞒了，泥一样地瘫
软在地上。
有了这条线索， 缉毒警顺藤
摸瓜， 根据被抓嫌疑人的手机通
话信息又得到了新的线索， 并于
2 月 11 日下午，再次抓获吸毒人
员两名、贩毒嫌疑人两名。 目前，
这些嫌疑人均被收押在拉萨看守
所，等待进一步处理。

脸部烫伤 她讨了4年赔偿金
■记者桑红
小敏以前是拉萨一家标牌厂
的员工， 然而一场事故导致小敏
失去了往日的活泼， 因为在那场
事故中， 小敏漂亮的脸蛋被沥青
无情地毁了。近日，小敏拿到了标
牌厂赔偿给她的第二笔赔偿金 5
万元。昨日,记者通过多渠道了解
到了小敏索取赔偿金漫长而又艰
辛的历程。
2005 年的一天，小敏正在康
昂东路进行路面作业， 当时两辆
迎面而来的汽车在她身后相撞，
其中一辆货车满载沥青。 碰撞之

后，两车因惯性侧翻。“一声巨响
后，我本能地往后看，结果一块滚
烫的沥青弹到了我的左脸上。”小
敏说，她当时就昏了过去。当她醒
来时，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我的左脸被严重烧伤，医生说必
须整容。我一个打工的，哪来那么
多钱。 ”在小敏住院期间，两车司
机给她了 1 万元钱。
就这样， 正值豆蔻年华的小
敏躺在了医院里。
然而，整容需要 10 万余元。
“我没想到会要那么多钱， 可是
我不能跟肇事司机要了，因为我
们已经签了合同，1 万元赔偿金

是双方同意的。 ”小敏说。 没有钱
就不能继续治疗，怎么办？ 小敏的
家人也焦急万分。 就在这时，小敏
的一位朋友提醒她可以申请工伤
赔偿。
听取朋友建议的小敏找到了标
牌厂，然而，标牌厂却以小敏已经获
得了一次赔偿， 一次事故中不能获
得两次赔偿为由拒绝了。 这对小敏
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万般无奈的小敏将标牌厂告上
了法庭，后经法院判决，小敏为工伤，
标牌厂有责任支付小敏的医药费，直
至小敏痊愈。 就这样，小敏先后得到
了来自标牌厂的 20 万元赔偿金。

据了解， 目前小敏的伤势还没
有痊愈，需进一步接受治疗，标牌厂
按照法院的裁决， 在规定的标准下
付给小敏赔偿金。

[学法]

北京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
分所律师王虎： 此案中的标牌厂开
始是以一次事故中不能获得两次赔
偿为由拒绝工伤赔偿， 其实他们忽
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工伤保险条
例和人身损害赔偿分属于两个不同
的法律范畴，依据不同的法律标准，
在同一起事故中， 可以按照当事人
的自身特点进行双项赔偿。

朵森格路是拉萨繁华路段，
人流量很大， 在稍显拥挤的人行
道上，一不留神就会被小偷盯上。
昨日 19 时 40 分，吴先生就被小
偷盯上了， 并从他外衣口袋里偷
出了手机， 由于吴先生的手机很
破旧， 小偷得手后又还回到他的
包里。
吴先生告诉记者， 当时他在
朵森格路由北向南行走， 由于行
人很多， 他根本不知道小偷盯上
了他。“
最开始，一中年男子从侧
面走上来，使劲给我使眼色，我看
到了， 但没有领会到中年男子的
意思， 还觉得该男子是不是认识
我，在跟我打招呼。”吴先生说，过
了一会， 该男子见小偷离开后才
给他说：“
刚才有个小偷摸你的衣
服口袋，手机都拿出来了，没想到
小偷看了一眼手机后， 又悄悄给
你放回去了， 可能他嫌你的手机
太破旧了。 ”
听了该男子的话， 吴先生才
回过神来， 才明白当时该男子给
他使眼色的用意。对此，吴先生也
无奈地摇摇头：“幸亏是部破手
机！ ”

记者叶华兵

惯偷又被擒
拘留 10 天
■记者崔运宇
2 月 12 日下午 5 时 40 分
许，普布途经拉鲁社区居委会二
组一户人家门前时，发现有一男
子鬼鬼祟祟地站在一台手扶拖
拉机前。 普布觉得这人很怪异，
悄悄凑上前去看了一下，结果发
现该男子正在拆拖拉机的电瓶，
于是普布悄悄拨打了报警电话
并原地守候， 防止小偷溜走，民
警赶到后将该男子当场抓获。
一位民警说， 该小偷是惯
犯，这次要对他进行 10 天拘留。

西藏恒丰律师事务所
西藏商报常年法律顾问
法律咨询电话
6838899
地址： 拉萨市当热西路天
路康卓花园15 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