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社会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成都全搜索

www.chengdu.cn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2012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二

责编 郭峰 编辑 吴林静 美编 梁琼

42岁的黄惠英和44岁的王全胜相恋

七年，约定等到黄惠英肾炎康复后，两人

便结婚。然而，一个月前，黄惠英因为尿毒

症引起肾衰竭，被送往省医院草堂病区治

疗，生命垂危。当生命进入弥留之际，她向

男友求婚，这成为她最大的心愿。

为了不让爱情留下遗憾，王全胜答

应求婚后，却陷入纠结———女友的身体

插着管子，以她现在身体状况难以前往

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 他希望，考

虑到他们的情况，民政局是否能够特事

特办，前往医院为其办理结婚证？

民政局到病房

她已无法开口回答

由于黄惠英的户口位于金牛区，昨

日，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金牛区民政局

局长罗焕钧。听闻两人的故事后，罗焕钧

非常感动，并在昨日中午召开紧急会议，

为这对恋人提出“上门办证”的要求进

行讨论。

昨日下午，金牛区民政局派出三名

工作人员前往省医院草堂病区，了解他

们的具体情况。病床上，黄惠英已经陷

入昏迷状态，当工作人员唤她时，她只

能抬下眼皮看着他们，无法交流。当工

作人员问她是否愿意结婚时，她也难以

开口回答。

曾出台规定

须到登记机关登记

据民政局工作人员称，根据《婚姻

登记条例》规定，女方不能表达“自愿”

的意愿，即使前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

员也无法为其办理结婚证。

同时，根据国务院387号令，由民政

部颁发《婚姻登记条例》中第二章关于

结婚登记程序规定，结婚当事人必须是

一男一女，其次双方必须共同到婚姻登

记机关登记，婚姻必须在婚姻登记机关

登记，“我们从情感上很想帮助他们，但

我们必须依法办事。”

在现场，民政局工作人员详细宣讲

了《婚姻登记条例相关规定》，王全胜

也对此表示理解。

金牛区民政局局长罗焕钧称，根据

规定，他们虽无法为这对恋人提供上门

办证的服务。但是，一旦黄惠英身体情

况好转，能够自主表达她的意愿，他们

愿意为其开通“绿色通道”。如果他们

前来办理婚姻登记业务，可以享受优先

办理的权利。

联系救护车

或今日去民政局登记

然而，王全胜仍坚持与女友成为“合

法夫妻”的心愿。他表示，今日下午，一旦

女友处于清醒状态，他将联系医院，用救

护车送女友去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

在清醒时刻， 黄惠英曾经设想过自

己的婚礼，“穿上洁白的婚纱，踏上红色

的地毯，留下一套结婚照”。昨日，成都

红绣球婚庆公司副总帅梅前往医院看

望，她表示，不管两人是否成为法律上的

夫妻，她都会按照黄惠英的设想，于今日

上午为她布置一场简单而难忘的婚礼。

据黄惠英的主管医生称， 黄惠英不

仅有肾衰竭，还有重度营养不良，根本无

法站立， 即使坐起来也只能坚持10多分

钟。肾内科护士长表示，如果病人希望有

一场婚礼，他们将遵从病人的心愿，为她

的“病房婚礼”给予最大的支持。

他们因网络生情，当他们准备步入

婚礼殿堂时，19岁的杨露患上红斑狼

疮，在她生命最后一刻，她的家人始终

没有露面， 而男友的家人举债为其治

病，这段故事被称为成都版“第一次亲

密接触”。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杨露去世

后，她的遗体一直停留在医院。昨日，她

的姑姑终于露面来签委托书， 今日，杨

露的遗体就将火化。

成都版“轻舞飞扬”杨露从小失去

父亲，母亲改嫁后，母女甚少联系。就在

杨露打算明年和男友结婚时，却被查出

患有“红斑狼疮”，在她被亲情抛弃时，

男友的家人一直不离不弃。最让人心酸

的是，杨露上周病重辞世后，她的母亲

仍然不愿前往医院看望。 按照相关规

定，由于没有直系亲属的签字，杨露的

遗体只能孤零零留在医院。

通过男友家人的努力， 昨日下午，

杨露的姑姑前往医院， 签订了委托书。

据男友汪红彬介绍，今日，他们将杨露

的遗体运离医院， 并送往殡仪馆火化，

让杨露能够早日入土为安。

成都商报记者 蓝岚

拖车绳，其作用通常只是连接拖车

和故障车。然而，昨天上午，彭州市朝阳

中路，一根拖车绳却引发一场车祸。

目击者肖先生介绍， 事发现场是

彭州市朝阳中路上的一个丁字路口

， 南北走向的朝阳中路在此与一条由东

而来的街道交汇，各个方向均无交通信

号灯。肖先生说，事发前，奥拓拖着面包

车自东行驶而来， 刚到路口等待转弯。

保时捷直行驶来发生碰撞。(

上图

) 目睹

事故的几位目击者表示， 经过路口时，

保时捷速度并不快。“可能是想从两车

间钻过去， 却没看见中间有拖车绳。”

截至记者昨晚发稿，这起事故究竟该由

哪方承担责任，尚待交警部门调查认定。

保时捷车主：

才买半年 修车要20万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撞上去

的。” 成都商报记者在彭州交警事故

中队见到了这辆白色保时捷和驾驶员

代先生。看上去20岁出头的代先生说，

自己也不知为何就撞上了。

记者看到，这辆白色保时捷左前轮

翼子板处、 右前门均有撞车后的凹痕，

保险杠下方也有一些划痕。车主代先生

的朋友说，确实是拖车绳惹的祸———保

时捷撞上拖车绳后，奥拓和面包车在惯

性作用下蹭到保时捷两侧。

代先生说， 事故后他联系了保时

捷4S，得知修车可能需要20多万元。代

先生的朋友表示， 应由奥拓和面包车

负责， 但两车卖掉最多也只值15000

元。代先生告诉记者，这辆白色保时捷

刚买不到半年，价值200万元左右。

奥拓车主：

万一保险公司不赔咋办

“我坐在奥拓中，只感觉突然往后

一退，然后就撞上了。”奥拓的驾驶员

刘先生说。昨天早上，他用奥拓拖着朋

友的故障面包车， 正是要到事故现场

路口对面的修车厂，走到路口时，他们

停下来等待让行对面车道上的来车，

却不料旁边驶来了保时捷……

刘先生拖车所用的，是一根5米长

的普通拖车绳。因为它，奥拓和面包车

将保时捷牢牢卡住。 奥拓和面包车均

只是车灯破裂，受损轻微。谈起可能面

临的赔偿， 尽管自己的车买有30万三

者险，刘先生还是有些担心：“对方要

求将受损部件全部更换， 万一保险公

司不认，喊我个人掏钱怎么办？”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实习生 谭皓月 摄影报道

“你愿意嫁给他吗？”病危女友已昏迷不醒

他们的病房婚礼 心愿难了？

可金牛区民政局表

示：“双方必须共同到婚姻

登记机关登记， 婚姻必须

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

病危女友向他求婚 纠结16天，他说：结 追踪

他们约定， 等她肾炎

康复后结婚， 然而由于演

变成肾衰竭， 无法前往婚

姻登记处办理结婚证。

女网友患上红斑狼疮 追踪

“轻舞飞扬”今日火化

奥拓“牵着”面包车

保时捷横插一脚

过长很普遍一谈手术则色变
据统计，我国存在包皮过长现象的成年

男性比例超过 70%！其中，大部分人会因包皮
过长引发包皮炎、龟头炎等泌尿系统感染，甚
至导致女性妇科炎症且久治不愈。然而，面临
这些“迫不得已”问题，还是有很多男性患者
不愿轻易接受传统包皮手术。

据了解，很多男性之所以不愿主动接受
包皮手术，一是怕羞，担心一旦传出去后没面
子；二是担心动手术会很痛、恢复时间很长，
让人很不方便，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再次，
担心手术不够精细，一旦医生技术不过关，会
给自己带来术后不够美观、牵扯等问题。

成都欧亚男科医院率先引入的 “飞锐
FREE” 包皮自动环切吻合术将彻底颠覆人
们对包皮手术的认识，摆脱传统手术带给人

们的不良印象，重塑包皮手术的崭新形象。

划时代手术一按就轻松搞定
据介绍，“飞锐 FREE”包皮自动环切吻

合器，将依据患者包皮的长度和器官大小，自
动定位环切位置，定位完毕后，只需要轻轻一
按，环切和吻合就可以同步完成———吻合器
环切的同时，内置钛质缝合钉将同步实现包
皮创口细致吻合，无需缝针即完成手术。
手术部位吻合的钛钉可自动脱落，因此

被称为“史上最高效”的包皮环切方法。更值
得称道的是，自动环切实现了包皮内外板的
切口大小完全一致且自动缝合，保证术后有
自然的外观和自如的功能；另外，器官和包皮
系带受到环切座的严密保护，杜绝任何可能
形式的意外伤害。

男性被“束缚”一按就 OK

“飞锐FREE”包皮自动环切吻合术正式入驻成都

包皮过长（和包茎）危害甚大，但仍然有许多男性会逃避包皮手术，

其中一个普遍因素即是怕痛怕麻烦、怕耽搁工作。 如果有一项技术瞬间
就可完美地解决包皮过长问题，且只有轻微疼痛，不影响日常生活，你会
不会心动呢？

成都欧亚男科医院率先引入的“飞锐
FREE

”包皮自动环切吻合术，

只需轻轻一按，专利器械就能将男性过长包皮轻松去除，同时自动完成
切口吻合，不缝针，仅微痛，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包皮手术！

（本期专家支持：成都欧亚男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利）

“蓝火炬”

打造西部男性健康咨询
第一平台

前列腺炎、增生等前列腺疾
病降低男性生活品质；

ED

、早泄等男性功能障碍损
害男性尊严；

发育不良、畸形、外伤等原
因引起的生殖器官缺陷导致婚
姻生活不和谐；

包皮过长，粘膜神经过于敏
感，又会导致男性炎症、早泄等
状况出现。

成都欧亚男科医院专家提
醒：一旦发现相关症状，一定要
及时到正规医院接受诊治，以免
延误病情，影响身体健康和家庭
幸福。

“蓝火炬”旨在为广大男性
健康解疑答惑，目标是打造西部
男性健康第一咨询互动平台。

“蓝火炬·男科专家公开课”自今
年下半年推出后受到了众多男
性朋友的欢迎。 如果你夫妻生活
不和谐， 或患上了男科疾病，任
何疑问， 均可通过咨询热线：

66599999

； 咨询
QQ

：

599981

与专家交流。

自动包皮环切缝合器
6

大优势
1

、时间极短，手术全程仅
3-8

分钟，环切吻
合仅需一按；术后无需拆线；

2

、出血极少，甚至无出血；

3

、疼痛极轻，术后仅有约
15

分钟轻微疼痛；

4

、裁量极准，根据对包皮长度和器官大小自
动定位；

5

、外观极自然，切口平整美观；

6

、恢复极好，器官灵动自然，保证和提高男
性功能。

办了7年的陈老师兵乓球室就要快关门

了，在簇桥望锦横街这条小小的巷道里算不

上新闻。家住簇桥的街坊和许多乒乓球球友

心中，身边那位“摆擂台的陈老师”，一手乒

乓球打得出神入化。从2006年开始，今年60

岁的退休体育教师陈恳在自己的乒乓球室

内举办“每月一赛”———民间群众性最小型

乒乓球比赛， 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赚些小

钱。下月，这个已经举办了82届的比赛因为

球室经营惨淡面临最终落幕。

从2005年开始 每月一赛

陈恳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纪要大一些，

他把身份证和钱被他胡乱地包在一个薄塑料

口袋里，在他紧紧抱在胸前的皮包里，放着对

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东西———一本用草稿纸装

订好的通讯录和几十页乒乓球比赛的计分

表，记录的是多年来“每月一赛”参加者的电

话和比赛成绩，这些记录从2005年开始。

从7岁起，陈恳就和乒乓球结了缘。虽然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痴迷乒乓的他每天坚持

练习，并在30岁时，在宜宾江安县的两次县级

比赛中夺得亚军， 成为江安县业余体校的乒

乓球教练。2005年，提前退休的陈恳在簇桥小

学对面开了个小乒乓球室， 摆了一张乒乓球

桌，为乒乓球爱好者提供打球的场所，收费是

一小时五元。2006年，从小学对面搬到簇桥望

锦横街的两年里， 陈恳在球室内又加了一张

乒乓球桌，迎来了他生意最辉煌的日子。

“那时候打比赛， 最多的时候有20个

人。” 老陈说的是从2006年3月5日开始举办

的“乒乓每月一赛”，每月第一个星期日的上

午9时举办，按国际比赛规则实行11分三局二

胜单淘汰制，分成人和儿童两组。报名费每人

三元，奖品是：冠军，40元的月票一张；亚军，

半月票一张；季军，周票一张。

按照陈恳的计算， 从2006年开始到现

在，他举办每月一赛已经有七年时间，累计

举办了82届比赛，除去11月只有一名参赛者

未能举办成功以外从未中断。他在一张发黄

的草稿纸上写下自己的梦想：“在第100届

时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世界最小的乒乓赛

场，而届数是世界最多的。”

参赛者从二十几人少到1人

昨日下午四时许，打开铺子，他先是打

开了乒乓球上方的白炽灯，在这张球台的背

后的墙上，除了张怡宁和马林照片，还贴着

国际乒联世界排名， 陈恳曾经的奖状以及

“每月一赛”冠军榜。

2005年， 当时63岁的余世远看到了陈恳

招聘乒乓球陪练的广告，上门应聘的时候，陈

恳和余世远赛了一场。“我当时觉得， 老陈打

得真是出神入化。”自2005年开始直到今年11

月，余世远从未缺席过。余世远去了台湾，11

月那场比赛因为只有一个报名者不得不取

消。10月的比赛也仅有三个参赛者。

乒乓球生意究竟是什么时候变得不好

的，陈恳自己也说不清楚，“最开始两年有20

几个人参赛。”昨天，铺面外，挂着“铺面急

转”，标牌下，是塑料风筝、奥特曼和糖果。小

学生来买糖，抓了一大把，问多少钱，陈恳懒

懒地回答，“一块钱你拿走嘛。”他开门后的

两个小时内，仍未等来一位球友。

球友搬家了 小区有了乒乓台

最近的一次“每月一赛”是在今年12月2

日，共有6个参赛者，成人组和少儿组分别三

人。人变少后，陈恳把参赛的报名费改为，小

学生一元，中学生两元，成人三元，但这个策

略并不奏效。 对球室的收费，9岁球友郑永萍

的父亲评价“并不贵”。陈恳也鲜少去认真

想想人减少的原因，“想来就来， 不来就不

来嘛。”他记得，曾有两位球友，两年前一人

搬去温江， 一人搬去城北， 渐渐就失去了联

系。搬家前，球友刘洋在陈恳那打球已经有四

年的时间，不久前搬离簇桥，新的小区建起了

免费的乒乓球台，刘洋就再没回去打过了。

在老陈的心愿单上， 他写下了两个愿

望：一是找到志同道合的老伴儿，二是如果

有人能赞助他，把“每月一赛”的奖品规格

提高些，或许比赛就能坚持到第100届。

成都商报记者 吴晗

： 举办

100

届时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世界最小的、而届数世界最多的乒乓赛场

： 每月一赛，已办

82

场，今年

11

月因只有一个报名者不得不取消。门口挂出“铺面急转”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或访问paipaidong.cdsb.com。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即可体验精彩！

在不足十平方米的乒乓球室中，糖果、玩具等杂货占去了一半，另一边摆着一张绿色的乒乓球台，周围堆满货物 摄影记者 鲍泰良

7年，82场比赛 元旦将关门

一个草根乒乓球比赛的兴衰

民政局可“巡回婚姻登记”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程敏表示，

如果这两人符合婚姻登记的资格，比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男

女双方结婚登记年限； 结婚当事人有一

方具有当地常住户口； 双方均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双方自愿等。那么，是否

在婚姻登记机构登记结婚， 这仅属于程

序上的问题。她认为，民政局在程序上开

绿灯，这并不影响婚姻的有效性。

程敏建议，“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是

一个派出机构， 可设置临时办证点，依

照法律规定， 让双方提供相关材料，来

进行婚姻登记办理。这个“临时办证点”

虽不在规定的场所，就像“巡回法庭”一

样，其依法办事，并不改变执法的主体。

成都商报记者 蓝岚

律师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