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凌晨4时许，绵广高速剑门关服

务站路段， 三辆货车相撞， 其中一辆货

车， 车头被集装箱借惯力相撞， 车头倒

立，冲出路面，悬在20米高的悬崖边，司

机倒挂在驾驶室内，随时可能掉入悬崖。

3名消防战士，进入驾驶室，用绳子将司

机保护好，然后轮流用背托起司机，另外

两名战士进行施救。一个小时后，司机被

成功救出。

当时，司机受伤在流血，身体处于倒

立悬挂状态，时间一久，必然会出现脑部

充血，最终导致死亡。

此时， 已有三名消防战士进入驾驶

室。但是，由于车头悬空，他们所带的液

压剪、液压顶杆等破拆工具，始终找不到

最佳的扩张点。司机的意志在慢慢减弱，

战士的心也揪得更紧。随即，一名战士说

道：“我先半蹲在他下面，用背将他托住，

你们想办法进行扩张救援。”

说完，该战士慢慢移动到司机下方，半

蹲着用背部将司机托起，另外两名战士则继

续寻找着力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司机的

血一滴一滴滴在消防战士的头上、 身上，意

识也在慢慢模糊。为防止司机睡着，蹲着的

消防战士，不停地询问司机是哪里人、多大

年龄、开车几年等情况，司机也逐一回答。

几分钟后，另外两名战士使用扩张工

具，进行反向扩张。一点一点，卡住司机双

腿的货架在慢慢扩大。首先用背部托起司

机的战士，体力也渐渐不支。随后，另外一

名战士，替换下半蹲着的战士，继续用背

部将司机托起，并不停地和其说话。

在随后的救援过程中， 三名战士轮

流着用背部托起司机，两人进行施救。一

个小时后，司机被成功救出，随即送往医

院抢救。救援的3名战士，浑身都是鲜血。

目前，该司机已脱离生命危险。

对于事故原因， 交警初步分析为车

辆车速过快。

舒衡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梁梁 摄影报道

17日，网友“毕新锋”发了一条腾讯微

博反映，在德阳政务中心，办公过程中，工

作人员跳起了舞， 让群众等着。 该微博一

出，引发网友围观，昨日，德阳市政府官方

微博“微博德阳”发布消息称，这是政务服

务中心某窗口工作人员做工间操， 影响了

群众办事，对此政务中心“深表歉意。”

“窗口内外都需要人性化。”德阳市政

务中心主任张建国介绍，窗口工作人员开展

工间操活动是一种让工作人员在工作之余

锻炼身体的人性化的做法，“但是我们绝不

允许工作人员因为工间操让群众等待。”

张建国介绍，中心接到网友反映后，就

图片上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该窗口是

办理房产交易的窗口，一般要买方、卖方和

中间公司到场办理过户交易手续， 图中一

名群众正在打电话联系另外一方前往办

理，并非等待工作人员。

“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严肃处

理。”采访结束时，张建国强调希望媒体将

该政务中心监督电话进行公布，“欢迎社

会各界监督， 让我们更好地改进和完善服

务。”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绵阳刑拘5名

末日谣言者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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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3年多的艰苦努力，12月18日下

午，乐山未来近2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乐

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简称

《总规》），经省政府常务会审议并原则通

过。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乐山市住建局

获悉，《总规》文本共8万多字，详尽描绘

了乐山未来的城市全方面发展和规划。今

后，乐山市中区、沙湾区、五通桥区将联动

发展，形成中心城区，峨眉山、夹江县为两

座副城。到2015年中心城区人口达到80万

人，2020年达到100万人，2030年达到140

万人。

三区联动 形成主中心城区

根据《总规》，乐山将最大规模地整

合乐山北部资源， 建立乐北组合城市，包

括现在乐山市中区、沙湾区、五通桥区、峨

眉山市、夹江县。其中，市中区、沙湾区、五

通桥区三区联动发展， 形成主中心城区，

峨眉山市、夹江县为两座副城。

乐北组合城市按照“产城一体、宜居宜

业、布局融合”的发展要求，规划建设夹江

产城单元、峨眉山产城单元、临港产城单元、

沙湾产城单元、嘉州产城单元、五通桥产城

单元。每个产城单元20-30万人规模，采用

绿色交通模式，配套完善，实现职位平衡。

根据《总规》，规划预测2015年乐山

中心城区人口80万人，2020年人口为100

万人，2030年人口为140万人，建设用地规

模控制分别在80平方公里以内、100平方

公里以内、140平方公里以内，人均建设用

地100平方米。

近期重点 建设乐山港

据乐山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乐山中心城区发展方向将遵循 “东控、

南跃、西优、北延”的原则。往东要保护大

佛景区，严格控制岷江东侧、岷江二桥以

南地区建设活动； 依托大渡河和岷江向

南，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利用峨眉河向

西， 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和开发强度，

优化峨眉河流域生态环境； 沿青衣江、岷

江和竹公溪向北，延伸城市生活空间。

根据乐山中心城区建设规划，近期建设

的重点是建设乐山港及临港产业区、建设乐

山高铁站前区域、建设苏稽次中心，扩建乐

山高新区， 积极推进制造业功能区建设，同

时加强老城区的更新改造，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力度，完善各城市组团功能，落实近

期建设项目，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为乐山

未来的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规划重点 延续山水城市格局

该负责人介绍说，乐山是一座环境优

美、历史悠久的山水城市，规划重点是保

护乐山历史文化风貌， 延续山水城市格

局，维护生态城市特征，加强城市风貌控

制，将在乐山火车站、乐山机场、港口码头

等城市出入口处的景观建设，设计不同主

题的景观雕塑，凸显嘉州元素。

“在乐山大佛景区对面，以肖公嘴为

中心，将沿岷江、大渡河严格控制用地性

质、容积率、建筑高度，做到减量、减高、减

容。”根据《总规》，沿江河应设置绿化景

观带，呈梯度控制建筑高度，用地布局调

整为旅游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将禁

止再搞房地产开发项目，对不符合要求的

建筑在今后逐步实施拆迁。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乐山新闻热线：

18080638872

17家白酒企业

获准使用“宜宾酒”

昨日上午， 中国白酒文化节组委会授

予10户宜宾白酒企业“中国白酒之都———

小金花企业”称号；还有17家白酒企业获

准使用“宜宾酒”专用地理标志；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会长步正发宣读了 “中国 （宜

宾）白酒之都”通过复评文件。

记者从宜宾市质监部门了解到， 如果

擅自使用“宜宾酒”地理标志产品名称、伪

造“宜宾酒”专用标志的、使用与“宜宾酒”

专用标志相近、 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者标

识的，将受到查处。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省道208线甘洛境内

60余米路基垮塌

日前，穿过甘洛县的省道208线25千米

+500米处，60余米路基发生垮塌， 道路交

通中断。

甘洛县交通局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有

成都方向经省道208线进入甘洛的车辆，需

要经雅西高速绕行，由汉源收费站上高速，

石棉收费站下高速至甘洛县，也可绕行108

国道至石棉县后，再进入甘洛县。凉山方向

前往甘洛县的车辆不受影响， 但过境车辆

需要绕行， 绕行线路与成都方向车辆行驶

方向相反。而对于路基垮塌的原因，该工作

人员分析，可能为牛日河河水浸泡等原因，

导致岩石风化脱落。

刘成海 成都商报记者 罗本平

散布“末日”谣言

泸州警方查处50人

记者昨日从泸州市公安局获悉，针对

一些地方出现“全能神”邪教组织人员，

利用“2012世界末日说”非法聚集、上街

散发宣传资料， 散布世界末日谣言的情

况，泸州警方严厉打击“全能神”邪教组

织非法活动， 共查处非法活动事件25起，

抓获非法活动人员50名， 治安拘留42名，

依法训诫8人。

（鄢德良）

泸州听证设公交专用道

昨日上午， 泸州市公安局就泸州主城

区江城迎晖路口至龙透关段共4.4公里主

干道设置公交车专用通道一事举行听证

会。来自人大、政协、公交司机、普通乘客、

私家车主等各方21名代表参加了听证。代

表们全都对主干道上设置公交专用车道一

事原则上表示赞成。不过，对于出租车届时

能否占用专用通道一事，则有不同意见。

其中， 人大代表桂艳和政协委员代表

罗远清均表示，出租车也属公共交通工具，

将出租车排除在外似乎不妥。 省交警总队

秩序处高级工程师陈钟等则表示， 虽然出

租车也属公共交通工具，但容量有限。为了

确保公交车畅通， 出租车最好不要进入专

用通道。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用盗版教材

达州一学校被查处

“用了几个月，一直不晓得用的英语

教材是盗版的。” 地处达州的四川省电子

商务学校的学生张予（化名）知道自己手

里的教材是盗版的后，称“有一种上当受

骗的感觉”。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达州市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了解到， 商务学校

因非法发行和使用盗版教材，以及吃“折

扣”6600元，被依法查处。

17日，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了电子商务

学校的校长，校长张瑜表示，学校已经接受

相关部门的处理， 学校也是被书商 “蒙

蔽”。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柯江

乐山三区联动 人口将达百万

乐山城市总规出炉，市中区、沙湾区、五通桥区将联动发展形成中心城区，峨眉山、夹江县为两座副城

交钱免费吃耍可分红？

上百老人被骗700多万

听健康讲座时， 以免费常规身体检查

为由推销保健品和药品进行试用和销售，

交钱后，还可以免费吃喝旅游，每季度还可

以分红。利用这些手段，眉山多名老人中招

被骗，甚至在警方查处时，还有老人替骗子

开脱：“他们向我们讲解如何养生，没有推

销产品。”最终，眉山150名老人被骗700余

万。昨日，眉山警方称，该案已告破，潜逃2

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上网逃犯李祖

学已被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李祖学已被

提起公诉。

魏春明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身材瘦削，个子不高，李峰(化名)是个28

岁的年轻小伙。 他因欠下泸州女网友“汤

圆°”200元后，一直未还钱被发帖追债。昨

日，他和成都商报记者面对面交流两个多小

时，试图想说明：真实的自己和网帖中那个

存在区别。情到深处，这位小伙甚至掉下了

眼泪。

个人

28岁无存款 爱聚会怕孤独

2006年，李峰开始在泸州一家不大的建

筑公司上班， 主要在工地上做一些造价预

算、核算类工作。“每月工资就2000元左右。

最多一个月，也没有超过3000元。另外，工资

发放也不准时。偶尔还会拖欠。”

工作6年了， 李峰说， 自己还没存下

钱。他不抽烟，除了交家里的生活费外，最

大的开销就是聚会和买衣服。“聚会一个月

有几次，大多都是AA制，主要都是和网上认

识的朋友们在一起。 一般每次花销50到100

元不等。”

李峰说，“小时候， 妈妈在经济上卡得

很死，基本没有零花钱。舅妈决定每个星期

给我20元，妈妈叫她降为10元。”

李峰感慨，自己28岁人生当中，能够真

正算得上朋友的，只有3个。但频繁的网友聚

会，已让他认识到，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真正

的朋友其实不大可能。即使如此，李峰还是

继续沉湎于此，“以前我很孤僻， 而现在我

喜欢热闹。实际上，我只不过借助这种表面

上的热闹，排遣内心的孤独罢了。”

原则

从不向亲朋好友借钱

李峰说，长期没有存款的生活，使自己

遇到点事情， 就不得不向别人伸手求援，其

中包括“汤圆°”、“调味品”等人。“只要

工地上拖欠工资，我就会遇到困难。现在，我

又有两个月没拿到工资了！”

不过，李峰没有向亲戚借钱，也没有向自

认为最好的3个朋友伸手，“跟他们借钱，人家

就会晓得自己混得很差，面子上抹不开！”

李峰表示，欠“汤圆°”的钱一拖再

拖，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真没钱

了。“但一个男人， 要承认自己真没钱，那

确实困难。没有办法，我只能一拖再拖。最

后，看到‘汤圆°’的电话就心惊胆战。根

本不敢接！”

李峰表示， 自己一度打算卖掉手机还

债。“汤圆°”也听他提起过。李峰的手机是

诺基亚800，今年3月他买成3000多。不过，收

二手手机的表示最多卖500元。想到亏得太

多，他放弃了这一打算！经济长期紧张，为啥

不买便宜一点的手机？李峰说自己太喜欢这

款手机了！

和解

吃豆花火锅 一个人8元

在讨债帖发出后的第二天晚上，一度消

失的李峰，主动和“汤圆°”取得联系。随

后，“汤圆°”、李峰、“调味品”三人还吃了

顿饭。

“汤圆°”感慨，“重要的不是这两百

块钱，而是对方对待还钱的态度。毕竟他还

很年轻。希望能给他重重敲一下警钟。”“汤

圆°”说，此前一起吃饭，都是自己买单，这

一次坚决不会买单了，“不过， 看到对方造

孽兮兮的样子，我们找了一家最便宜的豆花

火锅。一个人8元钱，3个人24元。”

“汤圆°”希望李峰能够将心比心。李峰

则表示完全理解，如果他站在“汤圆°”的

角度，也会很冒火，“说不定也会那样做！”

李峰还承诺，本月底，自己也许就能结

到近两月的工资， 有四五千元，“到时就可

以还钱了！”

结局

我们还能不能做朋友？

采访结束时，李峰表示，自己仍然要向

“汤圆°” 表示感谢，“她是一个很耿直的

女孩。对人真的很真诚。我现在想问的是，如

果把钱还上，今后我们还能否成为朋友？”

对于李峰月底还钱这一承诺，“汤

圆°”仍显得很谨慎。她同时表示，“如果愿

意改正，任何人都有机会。总体上而言，这不

过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够再小的事情。但这种

改正，确实需要时间来证明！”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如今向朋友借钱越来越难了， 有网友

的调查，

10

个朋友中只有两个愿意援手。而

泸州女子为了收回

200

元借款在网上曝光

对方，则向我们提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

费孝通先生曾区分了两种社会，一种

是没有具体目的、因为在一起生长而产生

的社会，叫礼俗社会（也被称为乡土社会、

熟人社会等）；另外一种是法理社会，为了

某种人物而结合的社会，现在也称之为契

约社会。

相比之下，熟人社会借钱更为常见，即

使是地主， 不借钱给穷人也会受到很大的

道德压力。如果借钱不还，则会被认定为坏

人，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最后一笔酒钱没

还， 连店小二都可以鄙视之。 而在契约社

会，借钱更多是向银行借贷，面对的是无情

的客体，借钱不还，等待的则是法律。

特别有意味的是，记者和网友的调查，

都表明人们并不愿意向最好的朋友借钱，

这里可以看到礼俗社会的残余：如果不还，

承担的道德压力是致命的。 但又不愿向完

全陌生的人借钱，比如银行，因为要签字画

押找担保，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

因此，向一般朋友（而不是亲戚或最

好的朋友）借钱，可以看作是礼俗社会所

留下的最后的尾巴， 因为再朝前走一步，

就是完全的契约社会了。这大概也是中国

社会所处状况的一个缩影。

昨日，@成都商报 新浪、腾

讯官方微博开通“烂账”话题讨

论后， 引得数百名网友转发评

论。有网友感慨，每一笔“烂账”

背后，都有一个奇葩的故事。

有一女友，刚刚结婚，有老

公有家室，突然给我说她没钱花

了，让借

200

买衣服，说过几天发

工资还我。我当时就纳闷，一家

人

200

元都没有？不能等到发工

资再买衣服？结果就没借，后来

这个姐们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

话出来玩，见面也是冷冷淡淡的

…… ———网友“杨小姐”

任何人只要向我开口借

钱，我都没有拒绝过。但是，最

后钱借出去了， 受伤的就是自

己了。这就叫“躺着”也中枪。常

常是自己的钱在别人兜里，自

己的兜里却是囊中羞涩。

———网友“流水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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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向亲戚借钱，没面子

向朋友借钱，礼俗社会最后的尾巴？

□

张丰

生活中， 几乎每个人都逃

离不了借钱给别人， 或者向别

人借钱。面对“烂账”，似乎也

难以避免。

对此， 四川警察学院心理

学副教授陈华表示， 任何的无

意识行为，其实都是一种潜意识

的表现。“我们不排除有些‘烂

账’，确实是因为借钱一方因为

事务繁忙忘记了。但这种遗忘，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就是没有

将对方利益放在心上，骨子里仍

透露出希望占别人便宜这一气

息。对于那些原本就想赖着不还

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陈华表示， 她不希望这种

“烂账” 成为个体的一种生活

负担。“如果借出去的钱，长期

成为‘烂账’，那么只能说明你

不懂得拒绝。如果‘烂账’越堆

越多，心理越来越不平衡，甚至

可能造成一个人性格的异化。

最简单的处理办法， 那就是一

定要懂得拒绝， 千万不要当一

名‘滥好人’！”

车头悬空 司机倒挂

防脑充血 消防用背托起他

实验对象：

10

个朋友， 除去同事、

长辈、亲戚，平时接触较多，有高中、大

学同学，也有在工作中认识的朋友

借钱短信：不好意思啊，我最近遇

到点事，急着用钱，你能借

5000

元给我

吗？下个月发工资了立刻还给你。

近日，一则名为《向朋友借钱》的

微博在网友间热传。该微博的大意是，

一个网友通过向10个好友借钱， 本以

为他们都会“慷慨解囊”，不料到最后，

自以为关系最好的却是最快拒绝的。

为此，记者也做了这个实验。短短

5分钟内，记者就收到了5条信息；一个

半小时后，又陆续收到了两条信息。而

令记者欣慰的是，信息发出后，很快就

接到了3个电话， 都表示愿意借钱。右

为短信回复内容：

向10个朋友借钱 一半不借

记者实验

借不借钱≠是不是真朋友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南林君认

为， 能不能借到钱跟一个人的社会关

系有关， 但借不借钱与是不是真正的

朋友并不是对等关系。

“有的人不借钱，可能是因为他

真的没有钱，或者老婆管得紧，这里面

会涉及很多因素。同时，有的人也许怕

借钱会影响朋友之间的友谊， 所以本

身对借钱就有抗拒。 并不能简单认为

不借钱的就一定不是真朋友。 毕竟人

家没有欠你的钱， 借钱是义气， 是情

分，不借钱也是本分。”

但南林君也表示， 真正的朋友肯

定会借给你钱，即使他没有钱，他可能

也会尽可能地帮你想办法。

（金陵晚报）

W

先生：不是吧，你找我借钱？你不知道我刚把房子首付给了啊，你这么有钱还跟我

借，开玩笑吧你！

S

先生：不是吧，我也没钱哎，我工资就

2000

出头，吃饭都吃不起。你找你男朋友哎，

他不会连这么点钱都不给你吧。

W

D

J

W

小姐：我可以说我跟你一样穷嘛！我明天去香港，至少得预备

3000

元。

记者：呀，我真的挺急的。

W

：有我急吗，我明天就要用哎，真不好意思。

D

小姐：真的假的啊？手机被偷了？记者：没有没有，就是感觉借钱这个事儿不好

意思打电话。

D

：你不早点说，前几天刚换了手机，手头正好也蛮紧的。

J

小姐：才看到信息。你没出什么事情吧？要这么多钱干嘛？记者：不方便说，特别急。

J

：我卡里就一千多，我只能赞助

1000

块了。什么时候要啊？记者：最好今天吧！

J

：等下下班了一起吃饭给你，你老实说到底有什么事情。

专家点评

懂得拒绝

别当滥好人

微博大吐槽

200块没借

见面冷冷淡淡的

网曝政务中心人员上班跳舞

回应：是在做工间操

德阳政务中心主任：不允许工作人员因为工

间操让群众等待

Z

先生：

5000

元这么多？你搞什么啊，我信用卡的钱还没还上，最多只能借你

500

元。

L

先生：额，你知道我最近刚结婚，手头钱基本都用掉了，实在不好意思。你很急吗，

等过阵子有钱了我再借你吧。

东控 保护大佛景区，严格控制岷江东侧、岷江二桥以南地区建设活动；

南跃 依托大渡河和岷江，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

西优 利用峨眉河，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和开发强度，优化峨眉河流域生态环境；

北延 沿青衣江、岷江和竹公溪，延伸城市生活空间。

乐山中心城区

发展方向

“欠200不还”主角现身 与成都商报记者面对面

事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