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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

QQ不雅表情 腾讯紧急清理

成都商报讯（记者 施斌 ）

昨日，网

友@ 陈辰er透过微博向成都商报记者爆

料，自己在使用腾讯Q Q 表情时，发现有

隐藏淫秽信息的动态图片在其中。与此

同时， 许多网友亦反映发现此问题，希

望腾讯能及时清理这些“不雅暴露”的

图片。

成都商报记者根据网友提供的信

息， 果然发现了诸多情爱场景的动态图

片隐藏于Q Q 表情。随后，记者向有关部

门反映了此问题。不多时，一位自称是腾

讯客户后台经理的万姓工作人员主动联

系了成都商报记者，他坦言：经与技术人

员确认后， 证实网友反映的不良图片确

实被遗漏，已立刻进行处理。经记者反复

测试，截至发稿时，Q Q 表情中搜索“露

脸”出现的淫秽图片已不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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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31”透析16年 前30都走了

他算得上全省坚持透析最久的尿毒症患者之一，为了治病还创起了业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梁凡

实习生 黄玉洁 李佳欣

家人的支持

他的乐观

女孩昨晚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成都商报讯（记者 任翔）

去年12月，

成都白血病女孩宋静在阅读余华的《活

着》后，重燃生的希望。在媒体帮助下，

宋静在北京见到了余华本人， 后者鼓励

她顽强战胜病魔 （

本报曾作报道

）。昨

晚，在河北三河市燕达医院，宋静再次被

推入手术室， 进行最为关键的骨髓移植

手术。 宋静母亲宋绍欧在手术前告诉记

者，若手术顺利，宋静不久就能康复返回

成都。

“很感谢捐献骨髓的那个武汉小伙

子！”昨晚7时许，宋绍欧在电话里说，昨

日上午， 志愿者已经在武汉的一家医院

接受手术；当晚8时许，志愿者捐献的骨

髓空运至燕达医院。 宋静的骨髓移植手

术预计当晚11点过开始。

白血病女孩想见余华 追踪

1996年，付昌文被查出尿毒症，并于次年

接受透析治疗。 今年是他接受透析的第16年，

67岁的付昌文已是省医院透析时间最长的尿

毒症患者。

面对重症，付昌文和家人没有放弃。为了

维持治疗费用， 他和家人从摆早点摊开始创

业。付昌文还在家人的陪伴下出去旅游，并在

旅游间隙进行透析。

患恶疾 花光积蓄负债累累

昨日是世界肾脏病日。下午1时许，付昌文

走进四川省人民医院肾病中心，接受血液透析。

这已是他接受透析的第16年。4小时后， 付昌文

完成血液透析，又一个人赶公交车回双流。

1996年初，付昌文感觉身体不适，被确诊为

尿毒症。家人带着他四处求医，短短一年时间花

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1997年4月， 付昌文一天

之内休克4次，医院下发病危通知书。后来，付昌

文转入省医院，开始接受血液透析治疗。

付昌文说，开始时每次透析和注射的药物

要花费1000多元。因为经济困难，付昌文透析

的次数从一周三次改为两周三次，但家里依旧

欠了不少债。

不放弃 家人创业为他治病

刚开始进行血液透析治疗时，付昌文难以

忍受疾病折磨和巨额医药费， 想要放弃生命。

付昌文说，当时他多次想放弃治疗，甚至离家

出走， 但是妻子张爱华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

他。付昌文还记得，那时妻子总是安慰他：“人

在就好，钱我们再去挣。”

为了维持丈夫的血液透析治疗，张爱华在

双流棠湖公园做起了早餐生意。那时，每天凌

晨三四点钟天还不亮， 张爱华就出门卖包子、

饺子、锅盔等小吃。卖了一段时间早餐后，张爱

华和付昌文卖起了串串香。

几年后，他们开了一家火锅店，日子逐渐

好转。不久，他们又在成都开了分店。如今，他

们在北京、德阳、自贡、中江等地开店或发展加

盟店，付昌文的两个儿子在双流建起了火锅食

材加工厂。

做透析 边旅游边抽空治病

如今，每周三次的透析，付昌文都是自己

早上坐公交车从双流赶到省医院草堂病区。下

午做完透析， 他还会买点火锅店的菜和配料，

自己再赶车回家。

在省医院肾病中心， 付昌文有一个编号：

31。这个号码是按照开始接受透析的时间所定

的，也就是说，省医院只有30个人接受透析的

时间比付昌文早。不过，省医院肾病中心主任

王莉介绍，大约在5年前，编号前30名患者都已

去世，付昌文是省医院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时间

最长的患者。即便在全省范围内，付昌文也算

得上坚持透析最久的尿毒症患者之一。

长年的透析治疗，使付昌文浑身不时出现

疼痛， 手部因为长期扎针出现了软管综合症，

麻木僵硬。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付昌文对生活

的热情。从2005年起，付昌文开始到各地旅游。

这些年来，他去过新疆、海南、山西等地方。

由于一周要接受3次透析，每次出门前，付

昌文都要联系好当地的医院，在旅游间隙抽空

进行。付昌文说，每次出游都有家人的陪伴，在

海南他还去潜水，家人都没有反对。

“多亏了家人，不然我早就死了。”每当谈

起自己16年的透析经历时，付昌文说得最多的

就是这句话。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坚持这

么久，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同时，他也保持了乐

观的心态，每天都有好心情。

常查尿常规 年轻人别大意

省医院肾病中心主任王莉介绍，

目前四川范围内约有800万的慢性肾

病患者。其中高危人群（65

岁以上

）、

代谢性疾病（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等

）都有增加慢性肾病的危险。

王莉提醒， 慢性肾病年轻化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 年轻人肾炎发病率很

高，但是初期症状不明显。等症状明显

时到医院就诊， 一般病情已经到了晚

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王莉建议，

不同年龄段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每隔

一两年就做一次尿常规检测。

医生提醒

一男子家中突发大火， 邻居赶来救

火，却不幸摔下房来，成了二级伤残。由

于伤势严重， 双方对赔偿一事一直协商

不好，邻居无奈之下将该男子告上法庭，

索赔41万余元。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邛崃法院认为该男子应进行补偿，遂

判决其赔偿邻居11万余元。

张军夫妇在邛崃火井镇银台山村家

中，经营榨油生意。游斌是他们的邻居，

两家离得很近，关系也很融洽。没想到一

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却改变了两家人的命

运。2011年6月13日凌晨4时许，张军的家

中房屋突发火灾。游斌被“打火”的声音

吵醒，立即赶到张军家中救火。在灭火过

程中，游斌从张军家的房上摔下来受伤。

游斌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被诊断为第1

腰椎爆裂骨折伴截瘫。

2012年5月22日，游斌的伤情被鉴定

为2级伤残，后续医疗费需2.1万余元，属

部分护理依赖。 为此， 张军向他支付了

4.3万元。后来，双方就赔偿问题多次协

商，因意见分歧较大未达成协议。游斌请

求法院判决张军夫妇连带赔偿后续医疗

费等共计41万余元。

庭审中，张军夫妇则认为，他们家中

发生不明原因的火灾， 游斌因自愿参与

救火而摔伤。事发时，大火在离游斌上房

掀瓦处约7米远的地方因没遇到助燃物

熄灭。游斌安全意识不够，从房上摔下，

其自身有过错。 他们也没有从游斌的行

为中受益。事发后，积极筹措资金为游斌

治疗，已给付4.3万，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目前家庭经济困难，不应再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 游斌在发现张军

家中失火后主动参与救火， 其行为应予

鼓励和弘扬。 游斌在救火过程中意外摔

伤，在没有侵权人的情况下，张军夫妇作

为受益人依法应当予以适当补偿。

承办法官在双方提出的调解方案基

础上予以适当折中， 按每月300元计算，

根据游斌的年龄以平均寿命70岁计算32

年，确定的数额为11万余元。（

文中人物

系化名

）

邛法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邻居救火摔残

法院支持索赔

成都治安播报

一男子经常到网吧， 多次遇到一个单身

小美女，便主动上前搭讪，将其所住房屋免费

租赁一间给这个小美女。

想不到入住没几天， 这个小美女竟邀约

朋友对其实施抢劫。这是恩将仇报，还是另有

隐情？落网后，年仅16岁的小美女自称不堪房

东骚扰。昨日，双流县公安局通报了此案。

搭讪小美女 免费让她住

今年1月初， 经常在家附近上网的廖某，

看到有个单身小美女时常出现在网吧。 一番

观察之后，廖某主动上前搭讪，想交个朋友。

这个姓王的美女欣然同意， 还自曝至今居无

定所。于是，廖某主动提出，免费让王某在自

己家住，不收房租。然而，等到年轻貌美的王

某入住后， 廖某才感觉送上门的美女不好搞

定。王某上的夜班，每天是晚出早归，二人很

难有相处的机会。

美女找朋友 教训色房东

廖某开始向王某抱怨， 晚上出门没有关

门，害得他丢失了电脑等贵重物品，继而又提

出非分要求。对此，王某没有搭理廖某，却暗

自找朋友准备教训廖某一顿。

1月16日晚10时许 ，一行5人来到了廖

某的家。 王某首先敲门打消廖某的疑虑，

廖某开门的一瞬间， 刘某用手中的拐杖将

廖某击倒， 随后另外几人将刀架在廖某脖

子上将其挟持到屋内。5人抢走了廖某房

间内的一条项链、 一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

电脑。 主谋刘某次日独自去珠宝店将项链

卖掉，获得6700元赃款。却跟其余4人称项

链是假的。

单身小美女 竟是“白眼狼”？

男子免费租房给美女，贪色不成反被抢 4人被刑拘

双流县公安局棠湖派出所民警排查了双

流近20家酒吧后，在1月18日找到了与王某同

在酒吧上班的朋友“龙妹”。

2月12日凌晨2时许，“龙妹”发来短信，

称王某要来找她拿衣服。 民警立即出动。然

而第一次的蹲守扑了空。一个星期后，民警

再次收到“龙妹”的短信，称王某当晚7时许

要回来。不过这一次，民警仍未见到王某的

踪影。考虑到王某可能是故意试探“龙妹”，

次日晚上7时许民警第3次来到“龙妹”住处

蹲守。

约1小时后，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在一

个男子的陪同下出现。 民警之前只看过王某

的素颜照，觉得差异甚大，没有盲目行动。就

在该女子上楼近半小时后，“龙妹” 发来短

信：“王某已经下楼，她不准我下去！”民警此

时已经完全确定之前的女子正是王某， 迅速

将其挡获。

警方从王某手机内的微信中发现了其与

另一名嫌疑人雷某的聊天记录， 于是通过微

信锁定其位置，并于2月26日在龙泉驿区将雷

某抓获。经雷某交代，民警当晚在双流唐家湾

一家酒吧将另外两名嫌疑人江某和陈某成功

挡获。至此，除刘某之外的其他4人全部归案，

因涉嫌抢劫罪被刑拘。 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

中。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实习记者 施南希

找酒吧小妹卧底 蹲守3次擒贼

破案

交警权威发布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成都商报

“每天7:30至19:30，黄标车不得进入成

都市绕城高速公路以内的道路行驶， 对于

违禁的黄标车，不仅电子眼要抓拍，路面执

勤民警也将进行查处。”昨日，交警四分局

在成温邛高速文家场收费站外， 对黄标车

违禁行为展开专项整治。

昨日上午10时30分， 一辆号牌为川

A C 1596的厢式货车， 被交警四分局民警

挡下。“这辆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没有按照

规定张贴相应的环保标志。”交警用警务

通对车辆信息进行查询发现，该车于2011

年5月9日领取了黄色环保标志，属于“黄

标车”。

“我晓得这车是黄标车，白天时段不能

进城， 但限行区域不是在三环以内吗？”开

着这辆货车运送桶装水的司机王晓刚说。

交警表示， 黄标车的限行范围是成都市绕

城高速公路内（

不含绕城高速公路

）的道

路，司机理解的“三环以内”有误。因其违

反禁令标志的交通违法行为， 交警向司机

王晓刚开出了罚款100元、记3分的罚单。从

昨日上午10时至11时， 先后有三辆违禁黄

标车被交警现场查处。

“现在有部分黄标车，为了躲避处罚违

禁入城，就故意不张贴环保标志，企图蒙混

过关。”市交管局民警介绍，只要是环保部

门核发过环保标志的车辆， 车辆信息系统

中都会有记录。即使不按规定张贴，电子眼

系统和民警的手持警务通， 都可以根据车

辆信息判断其是否是黄标车。 而在全市

1100多套电子眼对黄标车违反限行规定的

行为进行抓拍的同时， 城区各交警分局的

民警也将开展现场查处。

何若鸿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交管部门预计，因前往近郊祭扫、赏花的车

流出现叠加，明后两天，北郊、东郊将出现一波车

流高峰。 交警建议市民朋友尽可能选择周一至

周五错峰出行。今日，成都商报联合交警三分

局、五分局，为市民带来交通指南。

北郊片区， 交警五分局将在连接川陕路

与北郊公墓片区的蜀陵路， 实行由西向东单

行(

上山方向

)。“请市民朋友尽可能选择三环

路前往。”交警提示。上山的车辆可选择以下

线路：（1）经三环路由东向西的车辆，经过成

绵立交后，第一个出口上三环路辅道(

成绵立

交往川陕立交方向的第一个出

口) 右转进入

青狮路，直行即可到达熊猫大道，后左转进入

石岭路。

（2）经三环路由西向东的车辆，可在川

陕立交桥左转进入蓉都大道， 蓉都大道与熊

猫大道路口右转进入熊猫大道， 再经石岭路

上山。

（3）经川陕路方向上山的车辆，可在川

陕路蜀陵路口进入蜀陵路，经蜀陵路上山；还

可在川陕路熊猫大道路口进入熊猫大道，再

经石岭路上山。

（4）经红星路-府青路方向前往的车辆，

经三环成绵立交左转后进入辅道， 经熊猫大

道，左转上石岭路前往。

因蜀陵路实行由西向东单行(

上山方向

)，

下山车辆须在蜀陵路石岭路口左转进入石岭

路，经石岭路-熊猫大道转换下山。有两条线

路可选择：（1） 由石岭路进入熊猫大道上三

环路转换。（2） 由石岭路进入熊猫大道左转

至龙潭寺转换。

相比于去年，锦华路三段竣工开通，路况

较好， 今年前往这一片区的交通线路选择更

多。交警三分局特别提醒，由于目前正值市民

前往三圣乡、龙泉驿赏花休闲的旺季，加之成

龙大道正在实施路面整治施工， 成龙大道红

砂村路口易发拥堵， 请前往东郊片区公墓祭

扫的司机，尽可能避开成龙大道一线。可选择

的线路有：

（1）经锦华路包江桥路口左转，进入锦

江大道，经成龙路派出所对面的小路前往。

（2）经锦华路出城，过绕城高速后，出城

至中和加油站左转，可到达竹望山。

（3）城北和城西的市民也可由绕城高速

成自泸出口或天府大道出口下， 经周边道路

转换至金沙陵园。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周末东郊扫墓 尽量避开成龙大道

黄标车违禁

1小时3辆车被罚

饮水渠中倒废液 两人被捕

成都商报讯（成检宣 记者 李海夫）

犯罪嫌疑人刘某、 李某非法制造国家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素失败后，将3吨废

渣废液倾倒在邛崃南宝乡某村民饮水渠

中，造成水源污染，村民饮水困难，直接

经济损失约35万元。近日，邛崃检察院以

涉嫌污染环境罪对刘某、李某批捕。

2012年11月底，刘某租用新都区石板

滩镇某包装厂一车间提炼麻黄素，但未成

功。今年1月21日，刘某与李某、陈某租用

一辆自卸式货车，将生产麻黄素过程中产

生的废液44桶、废渣60袋，共计约3吨，从

新都载至邛崃市南宝乡茶板村，倾倒入当

地村民饮水渠中，造成茶板村、金甲村水

源污染，村民饮水困难。经鉴别：废液、废

渣内含的化合物等类似石油产品。

4岁小孩6楼坠落 性命堪忧

成都商报讯（记者 邱峻峰 彭娟 张

漫 实习生 冯朝茂 曾苏雨洋）

昨日上

午，在五块石附近小市巷，一名4岁小男

孩从6楼坠落到楼下商铺的屋顶上。截至

昨晚6时许，小男孩还在成都大学附属医

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 随时可能有生

命危险。

昨日上午8时许，几名男女望着商铺

屋顶上面，捶胸顿足。修鞋店的张师傅顺

着几人的目光望去， 只见一名三四岁的

小男孩倒在商铺的屋顶上，一动不动。这

时，有邻居找来一架梯子，爬上屋顶将孩

子抱了下来。“我眼睁睁看着他掉下去

了”，孩子的奶奶称，当时她给孩子穿好

了衣服，自己正在穿鞋子，就看到孩子趴

在窗口，一下子就坠了下去。孩子父母在

遂宁工作，今年开始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犯罪嫌疑人王某接受审讯 图由双流县公安局提供

护士正在给付昌文做透析 摄影记者 刘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