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自称是工地工人，被工友殴打逃跑途中跌入基坑。

警方查明，男子事发前欲在工地偷电脑，被发现逃跑时落入坑中

事发时间：昨日早上8时许 事发地点：青羊上街一工地

事发原因：

不想种田，又想过个好年，变得洋气

一点，他竟然拜师学艺学偷保险柜。12月

8日， 师徒两人从广西来到成都，10日凌

晨2时许，他们撬开送仙桥一家酒店的保

险柜偷走7万余元。一个多小时后，师徒

两人被青羊警方挡获。

两人交代，10日凌晨，他们翻窗进入酒

店，到2楼监控室拔掉主机设备后，抱着保险

柜来到1楼的厨房， 用撬棍撬开保险柜，拿

走了里面的7万余元现金。 师父班华（化

名）称，去年10月，他和另外两人在重庆以同

样的方式，撬开了一超市的保险柜，盗走13

万余元。目前，青羊警方已从重庆警方得到

证实。

青公宣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拜师学偷保险柜 刚得手就栽了

受捐者马晶晶：

“用献血回报志愿者”

去年3月17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病

房内，马晶晶腹部异常隆起，医生检查发现羊

水指数已经达到了重度。幸运的是，晶晶的手术

非常顺利，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大出血现象。

提及要如何对这些曾经给她献血的人表

示谢意，马晶晶笑了笑，“我们这个群体，提不

上谢不谢， 今天别人给我献， 我也会给别人

献。”现在，她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稀有血型

联盟四川分群内的信息， 一旦有献血的需求，

她会像当初给肖婆婆献血一样，用献血回报志

愿者。

爱心网友nana：

“需要我时仍会出现”

去年3月回到昆明后，nana仍然通过微博

和QQ与晶晶保持着联系。nana是昆明某航空

公司的员工，因为职务之便，她曾经两次乘飞

机到成都献血。因为这两次献血经历，她与马

晶晶成为朋友。

马晶晶曾经开玩笑地对nana说，“你啥时

候结婚， 啥时候生孩子， 我也要给你献。”nana

说，作为一个稀有血型者，她并不希望自己或者

马晶晶会有用到别人献血的一天。她表示，如果

马晶晶或者其他稀有血型者有血液需求时，只

要身体情况允许，她还会再次献血。

小龙：

“‘熊猫血’人必须自救”

马晶晶是中国稀有血型联盟的一位志愿

者。马晶晶称，这个群里都是和她一样的稀有

血型者，去年3月，她通过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发

起人之一小龙在联盟内部发出过求助信息。

小龙把中国稀有血型联盟称为 “自发的

民间爱心公益组织”，自2004年正式成立网站

至今，一共有3万志愿者加入。“与马晶晶有同

样血型的一万个人中不到三个能有这种血型，

我们必须自救。”2012年， 经小龙手组织的这

种联盟内的救助有400多例。

成都商报记者 魏晖 实习记者 吴晗

我 们 曾 关 心 的 人 ， 现 在 过 得 好 吗 系 列 报 道

成都“晶晶姑娘”：愿献“熊猫血”回报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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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接力 援救“熊猫血”孕妇

成都商报报道，去年

3

月，曾为

93

岁的

“熊猫血”（

Rh

阴性血）婆婆爱心献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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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女孩马晶晶因为怀孕动手术急需用血。新

浪四川官方微博发博求助后，网友

4000

余次

转发，成都多名献血志愿者伸出援手，网友

nana

更是从昆明飞到成都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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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用献血 回报曾经的志愿者

“我也不说谢谢了，我们这个群体，别人

有用得上我的地方，我也会帮忙。”前日中午，

在温江温泉大道上，马晶晶如是说。去年

5

月，

马晶晶的孩子未能顺利出世， 然而和当初献

血者的之间的友谊却得以开花结果。

昨日，在“成都保利爱国主义

教育暨国防兵器展”现场，来了一

群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一家幼儿

园的孩子及其家长。 除了参观，他

们还在兵器展现场进行了一系列

亲子游戏，如打军体拳、“开坦克”

以及拼模型。

据幼儿园园长介绍，这次来参

观的男孩都是5岁左右， 来自30个

家庭，都是父子一起来的。男孩子

们很多都喜欢飞机坦克，这次就是

专门组织孩子来兵器展现场参观，

让他们和真实的坦克、装甲车来一

次亲密接触，为了让孩子们更有兴

趣，包括老师、孩子和父亲，都穿着

迷彩服。

展出时间 ：

12

月

15

日

～12

月

30

日，每天

10

：

00～17

：

30

展出地点： 成都市新都区北新干

线大天路东 成都保利城接待中心

自驾车路线：从市区沿一环路北

三段，上北新干线一直走，过三环

下北新干线后直走，第二个十字路

口右转，进入大天路东即达

公交线路：

168

、

680

路在大丰水

泥 厂 站 下 ；

15

、

38

、

50

、

651

、

683

、

906

路在大天路站下 ；

129

路在大

天路东站下

领票时间：

12

月

1

日起

领票地点： 保利中心

1F

大堂；保

利地产全城

10

大接待中心；红旗连

锁全城

150

个网点

成都国防兵器展活动及派票详

情请关注

http://cd.qq.com/zt2012/

polygf/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2012成都·金堂黑山羊美食文

化活动周设有一个主会场：金堂栖

贤乡金塔绿洲现代农业园，以及两

个分会场：金堂淮口科玛小镇分会

场、 成都耍都美食广场分会场。今

日，主会场将举行盛大的黑山羊美

食品鉴会、篝火晚会等活动，为黑

山羊美食文化周揭幕。

活动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今

日的品鉴会上，金堂多家酒店、农家

乐将使出浑身解数， 精心炮制各种

特色的黑山羊美食： 酒香山寨的特

色米椒羊肉、 江涵园林的回锅黑山

羊肉、虹桥宾馆的秘制黑山羊香肠、

爪龙溪大酒店山药焖黑山羊， 还有

绝对不能少的烤全羊……“所有菜

品都以我们优质的金堂黑山羊肉为

主料，搭配其他辅料，味道独特，还

有不同的滋补功效。” 工作人员强

调，最关键的一点是，金堂黑山羊可

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哦， 全部是生态养殖， 喝的是山泉

水、吃的是嫩嫩的青草，平时还要满

山跑进行运动，“健康得很哦！”

今日上午，通过成都商报报名

的60名“市民美食家”将出发去金

堂， 先参观黑山羊生态养殖基地，

然后品鉴黑山羊美食、欣赏各类文

化表演以及金堂冬日美景，提前过

上暖和的冬至节。

您也想参加吗？目前，活动主

办方还在通过成都商报、新浪微博

@山水金堂发放面值50元的黑山

羊美食券。凭着这个美食券，您在

金堂的多家酒店、 农家乐消费时，

可以直抵扣现金。

在淮口科玛小镇分会场，文化

周期间，除了黑山羊美食、各种其

他特色美食以外， 还有斗地主大

赛、舞火龙表演和焰火盛会，您也

可以参与哦。

在耍都分会场，目前已经有上

百人预订冬至节的羊肉宴了。“我

们这里场地很大，上千人一起吃羊

肉都没有问题，还热闹哦！”工作人

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为顾客谋福

利，12月23日前， 顾客带着近日有

金堂黑山羊美食文化周报道的《成

都商报》到场喝羊肉汤，凡每桌消

费满200元以上， 就可以享受直减

50元现金的优惠。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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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早上8时许， 在青羊上街一工地

内，一名男子落入十余米深的基坑内。该男

子称自己是工地工人，被工友殴打。警方调

查后发现，该男子并非工人，当时在工地准

备行窃，被发现后逃跑时落入坑内。

目击者介绍，早上8时许，在青羊上

街的工地内，响起了“抓小偷”的声音，

一名男子被多人追赶。 被追男子没跑多

远， 就不慎跌入工地内十余米深的基坑

里，动弹不得。事发后，110、119和120赶

到现场。由于基坑较深，消防官兵只能通

过木梯下到基坑里， 将受伤的男子绑在

担架上，再抬出基坑。

随后， 该男子被送到省医院救治。该

男子否认自己是小偷，他称自己三天前才

来到这家工地，主要负责抹灰。事发前，他

到隔壁工棚拿了一个小电视，但几名工人

不认识他，上来打人，他在逃跑途中跌入

基坑。对此，工地方并未接受采访。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从青羊警方

获悉，该男子并非工地工人，事发前在工

地准备偷窃电脑，被发现后匆忙逃跑落入

坑中。

成都商报记者 梁凡 实习生 王思捷

来人啊

贼掉坑里了

出发！

吃金堂黑山羊咯

2012成都·金堂黑山羊美食文化活动周今日启动

亲子游戏 搬到兵器展现场

地址：成都武侯祠大街蓝光耍都美食广场

电话：

18080000770

亮点：

12

月

23

日前， 顾客带着近日有金堂黑山羊美食文化周报道的

《成都商报》到场喝羊肉汤，凡每桌消费满

200

元以上，就可以享受直

减

50

元现金的优惠。

品黑山羊美食攻略

今日，2012成都·金堂黑山羊美食文化活动周就将正式

启动了。这意味着———热乎乎的羊肉汤来了！

路线：成绵高速或成南高速或成青金快速通道抵达金堂，然后根据

指示牌行驶。

亮点活动：

12

月

20

日上午

11:00

， 黑山羊美食品鉴会；

12

月

20

日晚上

18:30

，温暖冬日·激情之夜篝火音乐晚会。

黑山羊美食券可在酒香山寨、虹桥宾馆、爪龙溪大酒店等消费。

主会场 金堂栖贤乡金塔绿洲现代农业园

分会场

1

淮口科玛小镇

路线：成南高速，淮口出口下

500

米即到科玛小镇。

亮点活动：

12

月

20

日晚，舞火龙互动表演；

12

月

20

日

～21

日晚，焰火晚

会；

12

月

20

日

～26

日下午，斗地主比赛。

分会场

2

成都耍都美食广场

■相关新闻

消防下基坑救人 摄影记者 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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