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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刘友莉）

昨晚的《新闻

联播》，一则名为《曹家巷拆迁记》的新闻成

为头条。这条新闻时长近6分钟，以央视记者

走基层的视角关注成都“北改”工程第一个

改造项目———曹家巷一、二街坊危旧房

（棚

户区）

片区自治改造。《曹家巷拆迁记》为一

组系列报道，昨天播出的是第一集《十年拆

不动的曹家巷》，接下来还将继续播出。

拆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也是

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难点。 曹家巷片区涉及

3756户居民， 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

和家属，涉及的单位多，其拆迁改造更是难上

加难。10年前，政府、产权单位就多次提出过

改造曹家巷的想法， 然而测算下来改造资金

高达30亿元，再加上居民们难以协调的利益，

每次改造都最终流产了。

2012年，成都启动“北改”民生工程，曹家

巷自治改造成了“北改”的第一个项目。为把

各级政府都头疼的拆迁问题办得让老百姓满

意，成都市政府换了一个新思路，开始在曹家

巷改造中探索一种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

会的新模式———居民自治改造。经居民民主投

票，曹家巷成立了居民自治改造委员会，既和

政府打交道，又要反映居民的需求，以此推进

曹家巷改造项目进行。2012年12月18日， 曹家

巷改造项目召开了动迁会。目前，评估公司正

在对曹家巷的房屋情况进行评估。

2012

年

12

月

29

日，央

视 《朝闻天下》《新闻直播

间》 就开始将镜头对准曹

家巷改造，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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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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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10

点至

11

点、

15

点至

17

点

滚动播出一集 《曹家巷拆

迁记》，每集时长约

8

分钟，

介绍曹家巷自治改造启动

到召开动迁会的全过程。

今日，《曹家巷拆迁记》

的第

8

集将继续在《朝闻天

下》《新闻直播间》 播出。昨

晚《新闻联播》播出的《曹家

巷拆迁记》位于“走基层·为

人民服务新观察” 栏目下，

时长近

6

分钟， 是之前报道

的精剪版本。接下来，《新闻

联播》还将继续推出《曹家

巷拆迁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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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荣膺中国最美幸福城市大奖， 成都市民很自豪，

却也淡然，对于被这座城市水土日夜滋养孕育着的人们来

说，幸福早已成为一种常态。幸福的创造者，也是幸福的享

用者， 就是那些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劳作着的普通市民，是

他们的爱心，让这座城市更美、更温暖、更幸福，是他们传

递的正能量，让幸福绵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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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深入推进北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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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联播》昨起推出系列报道《曹家巷拆迁记》

成都新思路：居民自治改造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聚精会神抓发展

成都人包容，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来到

成都，它总能让你留下来，成为“成都人”，找

到家的感觉；成都人幽默，就算面临“5·12”

汶川特大地震时， 也能用各种段子来排解悲

伤，释放乐观；成都人善良，每一年每一天，总

有一些人一些事让人感动。 每一个普通的成

都人用他的善良、 包容和幽默让这座城市更

加温暖幸福。这其中，土生土长、在东风渠边

生活了55年的老成都吴永秀， 则是把帮助别

人当做自己最大的幸福， 用她的善良感染他

人，传递爱和能量。

和被救者已成为朋友

昨日下午3时许， 吴永秀刚从石岭11组的

王乃香家回来。“给他们买了点水果、牛奶，顺

便看看两个小孙孙。”天气很冷，吴永秀的脸

被冻得红红的。 王乃香不是吴永秀的亲戚，而

是吴永秀救起的一位同龄人。 那是2011年9月

的一天，王乃香送2岁的外孙女去幼儿园，经过

吴永秀家外的一座桥，由于堵车，她一不小心

竟和外孙女一同掉入东风渠里，吴永秀听到呼

救后，冲出家门跳下河，将婆孙两人救了起来。

王乃香的家境并不宽裕， 一人要照顾

两个小孙孙，从那时起，吴永秀便常常买些

日常用品去王家看望， 顺便帮着照顾两个

娃娃。

王乃香并不是吴永秀救下的第一个人。从

17岁时第一次跳下东风渠救人， 吴永秀至今已

救了18名溺水者，被当地人称为“救水女侠”。

吴永秀自小在东风渠边长大，她非常清楚，跳进

湍急的河水中救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每当

面临拯救生命和未知的危险时， 吴永秀的选择

都很简单，那就是跳入东风渠中，将一条条生命

拉上岸来。

然而一人之力毕竟有限，2004年， 吴永秀

和三名热心人一起组织了 “义务阻泳队”，劝

阻人们不要下水，远离危险。在阻泳队成立的

第一天，就有30多名在东风渠游泳的孩子被劝

离。对于自杀轻生者及无意落水者，他们也尽

力营救。8年多来， 阻泳队的力量逐渐壮大，队

员增加到十多个。

新年想资助山区孩子

吴永秀尽管看上去很年轻，但毕竟已经55

岁了，渐渐感觉有些力不从心。每次仓促跳水

救人，耳朵都会“轰”的一声，里面经常灌满

水，如今吴永秀的耳朵有些背，还有轻度腰肌

劳损。她很担心，再遇到下一个溺水者时，自己

的体力还能不能支撑。不过，让吴永秀欣慰的

是，她的善良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有更多的

人将她的善良传递。2012年3月，“义务阻泳

队”升级为“吴大姐爱心互助会”，献爱心的形

式更丰富了，服务范围也更广了。除了在夏天

劝阻他人不要下水远离危险， 平时还在社区、

养老院等参与助老服务， 队员也发展到30多

名，其中也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志愿者。

由于跟吴永秀学游泳救人，吴永秀还收了

一个来自阿坝州的干儿子，并且去了一次干儿

子的家乡，她看到那里虽然景色美丽，经济却

极为落后，很多孩子缺衣少穿，也缺少学习用

品。吴永秀希望在新年中，能和互助会的成员

一起， 捐点钱为那里的孩子们买点学习用品，

同时号召大学生志愿者能够利用假期去山区，

为孩子送去精神食粮。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实习生 邱萌

“撑伞妹妹”甘露

5

月

24

日，“撑伞妹妹”甘露为倒地猝

死的黄海建撑伞挡雨， 这把伞撑起了亡

者最后的尊严，传递了无声的关爱。

“孝心弟”谢才彬

8

月

29

日，

21

岁的大学生谢才彬在开

学前一天，为救被困火海中的爷爷，自己

被严重烧伤，被誉为“孝心弟”。

“正义叔”戴克友

10

月

26

日， 郝阿姨在公交车上意外

摔伤骨折， 素不相识的戴克友师傅将她

背到医院后，谢绝感谢金并匆匆离去。

“大小仁义哥”王冬、小廖

11

月

6

日，小伙子王冬骑电瓶车撞倒老

人李光全后“赖着不走”，并举债为老人筹

集医疗费；

11

月

24

日，青年小廖骑车撞倒怀

胎

8

月的孕妇，同样悉心陪护，承诺负责到

底。王冬和小廖被称为“大小仁义哥”。

“最美司机”高洪明

11

月

21

日，都江堰公交司机高洪明在

运送

20

多名乘客时，突发脑溢血，为确保

乘客安全，他继续驾驶了

3

分多钟，直到把

车平稳地停在路边，次日不幸离世。

“油条哥”李刚

11

月，成都“油条哥”李刚走红，为降

低油条中的铝残留量， 他一年进行

50

多

次试验， 两次将炸出的油条送到成都市

食品药品检测中心检测。

“救水女侠”吴永秀

17

岁开始在东风渠救人， 迄今为止

共救起

18

位落水者， 并继续在见义勇为

的道路上走得更久更远……

救水女侠吴永秀：

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幸福

2012

他们让这座城

更美更温暖更幸福

吴永秀救过那么多人，也有人送过红

包给她，可她从来没拿过别人一分钱，“帮

助别人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救的人越多越

让我有一种自豪感”。吴永秀六七岁时，曾

亲眼目睹父亲在寒冷的冬日里，跳进东风

渠救人，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之下，救人也

被吴永秀当成了自己的使命。

对于成都这座城市， 吴永秀一直认为

充满了善良的人和正能量。吴永秀说，自己

每天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这座城市的善

良：在公交车上，为孕妇、老人让座的人，是

善良的人；在菜市场里，看见小偷敢于上前

制止的，是善良的人；扶行动不便的人过马

路的人， 是善良的人……正是因为生活在

这样一座充满爱的城市里， 吴永秀更愿意

用行动去传递属于自己的一份正能量。

对话吴永秀

“我传递善良，也被善良感染”

拆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难点。四川成都北

部住户拥挤设施陈旧落后，当地政府规划用5年时间改造这片区域。在拆迁过程中，

如何把这样一个让各级政府头疼的难题办得让百姓满意，成都市政府换了一个新思

路。从2012年3月起，本台走基层记者开始在北城区改造的项目之一曹家巷蹲点，历

时10个月，记录了这里从规划到召开动迁大会的全过程。

———央视《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

将继续播出

《曹家巷拆迁记》

昨日，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新闻

直播间》播出《曹家巷拆迁记》第7集，返迁安

置房大小遭遇“容积率”与资金的双重考验。

根据金牛区的计算，曹家巷现有住房面积

14万平方米，如要按居民的诉求补偿“两室一

厅”，容积率必须要达到5.8左右。金牛区打的

算盘是， 曹家巷地块可修出45万平方米的房

子，在确保居民返迁安置面积后，还可通过销

售商业地产的收益来弥补改造的资金缺口。

可这个容积率却遭到市规划局的强烈反

对。在一次返迁房容积率的审批会上，市规划

局局长张樵给曹家巷的返迁房容积率定了一

个上限，“5.0封顶”。因为容积率高了，返迁房

将完全没有居住环境可言。

但按这个容积率， 曹家巷地块上只能修

41万平方米的房子， 可用于弥补资金缺口的

商业地产面积就少了4万平方米，项目改造的

资金缺口将非常大。经过几轮争辩，金牛区区

长苏鹏最后拍板同意了这一容积率方案。

从那次规划审批会后， 整个曹家巷 “安

静”了大半年，改不改、如何改，不仅普通居民

没有消息，自改委成员也变得非常焦虑。

让住户高兴的是，动迁会终于在去年12月

召开，标志着改造进入新阶段。昨日下午，听说评

估公司已开始对一街坊15、16栋进行评估，15栋

居民、73岁的刘传秀急匆匆地从女儿家跑回曹家

巷，把评估人员一路领回家，在评估表上签名后，

刘传秀放心了，“现在就关心好久能签协议了”。

从电视新闻里了解到去年长时间没有改

造进展的缘由———为了保证返迁房的居住环

境，再说起去年那长达半年多的焦虑，刘传秀

平静多了，“为了以后住的环境好点， 等一下

也值得。”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成都商报讯 （记者 赵一丹）

“成都故事

王” 前三强网上投票日前正在火热进行。截

至昨日下午6点，得票最多的是“新阳光小草

组合”，共获得5497票。紧随其后的是李志和

袁国虎，分别有4902票和3189票。

四个小学生，加上一位老师、一位公交司

机，组成了“新阳光小草组合”。最初，这个组

合由严浚霞和王艺瑾这对母女组成。 她们一

路过关斩将，中途加入公交司机王小亮，竞争

实力大增， 在10强晋级赛时凭借出众的表现

成为了首个晋级的选手组合。后来又吸收了3

位新成员：杨菁漪、刘雨非和敬欣逸。这三个

“小不点” 都是讲故事的能手， 个个身怀绝

技。据严浚霞介绍，小菁漪打快板是一绝；敬

欣逸表情丰富声音又甜人见人爱； 小雨非朴

实、纯真、表演拿捏到位。严浚霞希望让组合

里的每个孩子都发挥出自己的特长， 给大家

带来更新颖、更与众不同的节目。

昨日， 身穿公交司机蓝色制服的王小亮

正在排练的节目是《58秒》。在这个讲述都江

堰最美司机高洪明的故事中， 他扮演高的同

事。 这已是王小亮第三次讲述公交司机的故

事了。在百姓故事会PK赛上，王小亮曾讲述过

“史上最卡哇伊公交”司机钟雪梅以及“雨伞

哥”赖小刚的故事，而最美司机高洪明的故事

最令他感动。王小亮称，他会努力扮演好高洪

明的同事这个角色，就像“新阳光小草组合”

这个名字的含义一样，把爱和温暖传播出去。

特别提醒

百姓故事会十强中，你喜欢哪几位，可登

录成都全搜索网站以及发送短信为你喜欢的

选手投票。

选手编号：陈德宁

0001

，耿琦

0002

，黄莉

0003

，李阳

0004

，李志

0005

，袁国虎

0006

，罗世

忠

0007

，吉光

0008

，段妍妍

0009

，新阳光小草

组合

0010

，为他们投票吧。

网 络 投 票 链 接 ：

http://top.chengdu.cn/

acts/2012_10pk/

短信投票方式：编辑短信“

920+

选手编号”

发送到

106280066

（资费

1

元

/

条，不含通信费）。

为有个好环境 等一等也值得

央视《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昨继续播出《曹家巷拆迁记》

网上投票

新阳光小草组合最火

昨日，评估公司正在对曹家巷一街坊

15

栋的房子进行评估，

73

岁的刘传秀在评估登记表上签字确认 摄影记者 陶轲

“救水女侠”吴永秀 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