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两个关于梦想与活着的故事：

25岁的何帅称，与其把30万元治疗费用来延长生命，不如用来旅行。

20岁的蔡湘文曾想，与其在家里面唉声叹气，不如参加选秀，实现自己办生态农场的梦想。

活着，对他们来说，既是梦想，又不再是梦想。

蔡湘文

参加梦想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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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四川省专业气象台的预

报，今明两日，成都市的天气以多云

为主，气温状况与昨日差不多，比前

几天略有上升。

根据预报，今日白天，盆地各市

多云间阴天， 北部及盆地周边山区

早上有霜；甘孜大部及阿坝南部，阴

天间多云有小雪

（雨）

，局部中到大

雪，川西高原其余地区多云间晴；凉

山北部、东部阴天有小雨

（雪）

，攀西

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今晚到明日白天， 盆地各市多

云间晴， 北部及盆地周边山区早上

有霜，部分地方早上到上午有雾；阿

坝晴间多云，甘孜阴天间多云东部、

南部有小雨

（雪）

；攀西地区阴天间

多云局部地方有小雨

（雪）

。

明晚，盆地各市多云转阴；川西高原多

云间晴；攀西地区多云。

1月2日白天，盆地各市阴转小雨或零星

小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29日清晨，《城市生日会》 第二期

“梦想达人” 崇州截肢小伙蔡湘文因病

去世，他未完的梦想还在继续。

2012年，蔡湘文参加了《城市生日

会》，获得米瑞蓉的帮助；去香港游玩；

得到球星邹侑根的爱心资助， 养的猪和

鸡顺利卖出……眼看梦想逐步实现，他

却倒下了。

“儿子，这儿有山，有水，太阳一出

来就能照到你”昨日上午9点，安葬仪式

结束， 妈妈梁霞林轻轻拂过儿子墓碑上

的照片。

大学生截肢，休学在家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意外， 蔡湘文现

在应该是湖南农业大学一名大三的学

生。蔡湘文喜欢踢足球，去年初，他左膝

受伤， 几个月后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伤口

病变，诱发了骨肉瘤。

“2011年4月13日住院，5月5日截

肢，5月20日化疗。” 他清楚地记得每一

个时间节点。手术后，蔡湘文向学校申请

休学一年，回到崇州老家。

参加选秀，办起生态农场

蔡湘文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阴影，

之后他不仅考取了C2驾照，还报名参加

《城市生日会》， 要创业办生态农场。一

是希望得到资金资助创业成功， 二是希

望通过参加节目，主动融入社会。

蔡湘文的勇气打动了梦想天使团成

员， 成都万博置业董事长米瑞蓉愿意为他

提供10只小猪和100只鸡作为他的起步

“资金”。5月17日，10头小猪仔、 买鸡仔的

1500元现金和猪老板送的300斤饲料送到

他家里。 足球明星邹侑根还给予了他5000

元资助，要他“把猪儿喂好”。

国庆前后，10只出栏的肥猪顺利卖出。

就在梦想慢慢实现时， 癌细胞却转移到肺

部，11月他再度入院。

临终前几天，一一发短信告别

昨日凌晨5点30分，崇州市崇阳镇城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 蔡湘文的遗体被

抬上殡葬车。来送他的，除了亲属，还有从

湖南赶来的大学同学，石攀和肖擎宇。

12月26日左右，蔡湘文不少大学同学、

高中、 甚至小学同学都收到了一条内容相

同的短信———“你们要多保重，天冷了，加

件衣服。”发信息的正是蔡湘文。石攀看到

信息的一刹那，并未多想。直到27日，班长

收到蔡湘文表姐打来的电话， 同学们才知

道蔡湘文可能撑不了多久。

12月28日深夜，石攀和肖擎宇赶到崇州。

“蔡湘文！蔡湘文！”在湖南彻夜等候消息

的同学们通过手机视频，不断地呼唤他的名

字。他缓缓睁开眼睛，一一看过视频里熟悉

的面孔。2012年12月29日凌晨5点28分,苦苦

支撑的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生态农场继续办下去

梁霞林告诉记者，蔡湘文虽然走了，但她

不会让儿子的梦想中断。 她会继续养猪，继

续把生态农场办起来。

除了养猪， 蔡湘文生前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把自己的义肢捐给有需要的人。梁霞林

说， 儿子的义肢是按照运动员的标准配备，

价值不菲，如果有人需要，可以和她联系。

成都商报记者 魏晖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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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预报

明日

多云

-1℃～9℃

偏北风

1～2

级

今日

多云

0℃～8℃

偏北风

1～2

级

从明日开始，故意遮挡、污损号

牌的违法记分将由现在的6分提高

到12分。交警提醒，一些号牌容易污

损的车辆，诸如水泥罐车等，要尤其

注意保持号牌清洁，号牌如有受损，

应尽快到交管部门换领新的号牌。

昨日上午，交警五分局在十里店

路口开展重点车辆交通违法整治行

动。10时10分，一辆车牌号为川AE885

的水泥罐车，被交警拦下检查。因未取

得入城证违禁入城，罐车司机杨强被

处以罚款100元、记3分。而交警还检查

发现，罐车的后车牌显得比较斑驳，有

一定程度的污损现象。

“从明年开始，故意遮挡、污损

号牌将被记12分， 而持A、B照的司

机一旦记满12分， 还将面临降级的

处罚。”交警黎雨鑫提醒，如果号牌

有破损迹象， 应当及时到交管部门

换领新的号牌，并保持号牌清洁，避

免因故意遮挡、 污损号牌导致驾照

降级。

季琳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实习生 谢天

违法记分大幅提升，降级、注销、吊销更

为严格……明日，被网友称作“最严交规”的

新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将全

面开始实施。

新规实施首日， 正值2013年元旦小长假

的第一天。交警部门特别提醒，婚车切莫故意

遮挡号牌， 自驾出游的新手也务必有老司机

“陪驾”。

婚车遮号牌，12分扣爆

对于不少司机来说， 新规最令人关心的

变化在于，交通违法的记分分值大幅上调。记

分项由38项增加至52项的同时， 违反交通信

号的由记3分提高到6分，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

牌由6分提高到12分。

元旦假期往往是新人扎堆结婚的时间

段，婚车频频穿梭街头。交警指出，用喜帖遮

挡婚车号牌的行为， 已经构成故意遮挡污损

号牌。对于此类行为，交警一旦查处将按照新

规对当事司机记12分。

记满12分是什么后果？ 如果是持A、B照

的司机， 在参加学习的同时其驾照还将被降

级。即便是持C照的小车司机，也需要参加学

习和考试，考试通过后方可恢复。如果是实习

期的司机被记12分， 将被注销相应的驾驶资

格，要拿驾照只有从头再来。

新手上高速，老司机陪驾

新规的另一项突出变化在于， 对实习期

司机有着更为严格的管理。 实习期驾驶人驾

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 应当由持相应或

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

同。如果您是一名C1驾照持有者，符合资格

的“陪驾”应当取得A1、A2、A3、B1、B2、C1等

准驾车型中的一种，且达三年以上。

据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四川全省共有

一年期以内的新手司机约136万人。小长假来

临，势必出现自驾游高峰，不乏一些新手驾车

进入高速。

高速交警部门表示， 将充分依托高速公

路收费站、出入口、服务区等进行抽查，发现

处于实习期且无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

证三年以上驾驶人陪同的， 已经或正在高速

公路上行驶的，对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元以

下罚款，并责令就近驶离高速公路；正准备进

入高速公路的，教育后劝返。

同时，交警也提醒担当“陪驾”的“老司

机”引起重视。如果有证据证明陪同的驾驶

人强迫实习期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

造成交通事故， 陪同驾驶人应承担事故相应

责任。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对陪同人员处以

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酒驾扣12分，醉驾5年禁驾

根据以往的经验，节假日期间，城区道路

交通压力将有所缓解。畅快出行的同时，也请

司机朋友务必注意交通信号。交警部门表示，

闯红灯、闯黄灯的，将视作违反交通信号，按

照新规予以记6分的处罚。

同时，假日期间，亲朋聚会较多，司机应

当切记“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的“老生

常谈”。依据新规，酒后驾车将被记12分。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驾照6个月，并处

1000~2000元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吊销

机动车驾照，依法追究刑责，且5年内不得重

新申领。 因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

驾驶证的，10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需要提醒的

是，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构成犯罪的，终身不得申请驾驶证。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年轻的他想出门旅游、想找工作、想

回报父母……然而，由于身患重病，25岁

的何帅只能躺在病床上度日， 这些想法

只能是奢望。

面对疾病，何帅没有放弃，他心怀

梦想， 打算用家人准备的30万元手术

费旅游，但出院3天再度入院。他想捐献

角膜，帮助他人看到光明，也让自己的生

命得到延续。

不想在床上等死，他想去旅游

昨日下午3时许，在华西医院心脏内科

病房内，何帅躺在病床上，艰难地呼吸着。

“他不能多说话，说多了就喘气。”何帅的

母亲坐在病床旁，看着呼吸困难的儿子，不

时低头抹眼泪。

虽然病情加重，但何帅并未放弃生命。

前一阵子他在新浪微博注册了一个账号，

但没来得及取名字，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加

他为好友。由于身体虚弱，何帅只玩了几分

钟微博，就放下手机不停地做深呼吸。

何帅一家住在高新区， 此前身体一直

很好。他的母亲介绍，2006年底，高中毕业

的何帅感觉身体不适。在医院接受检查后，

被诊断为右室心肌病，从此一直在家休养。

三个月前，何帅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

华西医院。何母说，当时家里凑了30万元，

准备给儿子做手术。 但医生经过会诊后认

为，何帅目前病情很重，手术风险太大，家

人只能放弃。

然而，何帅不愿意躺在床上等死，他不想

放弃生命。早在上次住院期间，他就告诉家

人，希望能够到各地旅游。

出院3天病情加重，梦想搁浅

两周前出院后，他本想外出旅游，但出

院三天后他病情加重，再次住进了医院。

虽然不能进行旅游，但何帅还有一个心

愿，就是捐献自己的器官。何帅说，早在去

年，知道自己的病情很重，他就提出捐献器

官，帮助他人。

“我们都没意见，只要他愿意。”何帅

的母亲说，得知儿子的心愿后，家人也比较

支持，没有反对。但咨询医生后，医生认为何

帅的疾病会导致器官衰竭， 不能捐献器官，

只能够捐献眼角膜。

虽然不能完全实现心愿，但何帅也希望

能够捐献眼角膜。“希望以后捐给来自贫困

家庭的，最好是年轻人，能帮助他们重见光

明。”何帅说，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很重，所剩

日子不多， 通过捐献角膜既能帮助他人，也

能够延续自己的生命，“等我不行了， 就会

签协议捐献角膜，尽量帮助他人。”

成都商报记者 梁凡 摄影报道

新手明起跑高速 找个老司机陪驾

“最严交规”明起全面实施，闯红灯扣6分；遮号牌、酒驾12分一次扣爆

即将到来的2013年1月1日， 我国将有

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开始施行。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将

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 此次刑诉法修

改覆盖了所有诉讼流程：从立案到侦查，再

到起诉、辩护、审判、执行，外加证据制度。

民诉法修改也涵盖了七大领域， 公益诉讼

首次入法，小额诉讼制度得以确立，以及审

判管辖的细化、财产保全的法定化、当事人

申请再审权利的优化等。

明起实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

条例》对隐瞒汽车产品缺陷、不实施召回等

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此外，这个管理

条例还对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作出了严厉

的处罚规定。

驾照新规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 不按

规定避让校车、闯交通信号灯均扣6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明起施行。

新标准在食品类别中删除了食盐， 意味着

不再允许食盐添加除碘之外的营养强化

剂，对婴幼儿营养强化剂的品种、使用量、

化合物来源等作出特别规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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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治疗费干脆拿去旅游

他却病了

今明两天多云 气温略升

明日起，这些法律法规施行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

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

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

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

和平庸。” ———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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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参加《城市生日会》，蔡湘文在舞台上展示自己 本报资料图片

病床上的何帅有很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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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342

。

一等奖

0

注，每注奖额

0

元；二等奖

11

注，

每注奖额

3754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川联销

“天天乐”（

22

选

5

） 第

2012358

期开奖结

果：

22

、

13

、

12

、

15

、

03

。一等奖

1

注，单注奖

金

25927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

3D

”第

2012358

期开奖结果：

554

，

单选

12100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19497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0

注，单

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2154

期开奖结果：

红色球号码：

05

、

16

、

12

、

32

、

28

、

07

，蓝色球

号码：

04

。一等奖

5

注，单注奖金

600

万元。

二等奖

137

注，单注奖金

210394

元。滚入

下期奖池资金

72256070

元。（以上信息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