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中式婚礼， 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元

素一定是坐花轿、骑高头大马、跨过火盆、

掀起红盖头……而昨日下午， 成都一家婚

庆公司演绎了一场别具一格的中式婚礼

秀：以竹文化和茶文化为主题，传统乐器笛

和箫成为重要道具， 不仅还原了许多传统

婚庆礼仪，而且会场布满了翠绿的纱幔，看

上去清新淡雅。

“婚礼”在由一位孩童朗诵的四川童谣

声中开始，在超大的

LED

屏做成的背景上，

变幻出现幽静的竹林、美丽的茶园、富有意

境的田园风光。 在一段和着笛声的歌舞表

演后，扮演“新郎”的男子身着白色中山装，

手持一把竹箫站立在一端， 等待美丽 “新

娘”的出现。

10

位穿着传统服装的女子吹着

笛子， 迎出了穿着翠绿色礼服的 “新娘”。

“新娘”端坐在一把椅子上 ，用笛声向 “新

郎”传情，等待对方缓步走向自己。最后，两

人携手信步走来， 在舞台前， 婚礼进入高

潮， 他们互换了爱情信物———一支玉笛和

一支竹箫。婚礼最后，这对“新人”以青瓷盖

碗茶为礼，向

10

位来宾奉茶，表示谢意。

据婚礼主创人员介绍， 目前中式婚礼

的形式相对单一，希望通过这场婚礼秀，用

现代化的技术， 实现一些中国传统元素如

茶、竹、箫、笛等与婚礼文化的完美结合，探

索中式婚礼的多样形式。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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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校教练态度差 可以“换教”

四川省驾校示范合同正式启用 学员若受到不公正对待可以要求更换教练员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驾校乱收费、服务态度差，教练想方设法

“吃、拿、卡、要”……这些在驾校常常遇到的

问题，今后可以通过合同进行规避。昨日记者

获悉，由四川省交通厅、省工商局共同制定的

《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合同

（示范文

本）

》

（下称《合同》）

正式在全省范围内启用，

今后驾校与学员必须按照《合同》签订合同

后，方可开始进行培训，而驾校和教练如果有

违反合同的行为， 学员可以用这份合同来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多条款保护学员利益

据省交通厅运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推出的《合同》是省交通厅、省工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

条例》《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交通运输部、公安部

联合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

纲》和四川省驾驶培训行业的实际情况后，共

同制订和推出的， 目前该合同已经在全省范

围内正式启用。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合同》中多个条

款都更加注重对驾校学员权益的保护。其中，

《合同》规定，学员在按照要求完成所有学时

后，如果仍未能通过考试，那么驾校应当给予

学员一定时间的“免费培训”，超过“免费培

训”学时之后才能再收费。通过这样的规定，

可以避免驾校乱收费的行为。

同时，《合同》 中对教练也有相应的规

定。 如果学员在培训过程中受到驾校或教练

员的不公正对待， 或者发现教练员服务态度

差、教学方法不当等情况，可以要求驾校进行

纠正，并且可以要求更换教练员。

此外， 过去不少学员如果因为自身客观

原因导致无法继续进行培训时， 如果想要退

回学费非常困难，对此，《合同》也明确规定，

对于这种情况， 驾校必须按照学员的实际培

训进度，退还学员剩余的培训费用。

强制使用 签了再培训

与过去不少行业推出的合同示范文本不

同，此次推出的《合同》则是在全省驾培行业

内强制执行，大大推动了合同的推广力度。

据悉， 目前省交通厅运管局已经将 《合

同》 纳入到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时计时

管理系统中， 驾校与学员只有先签订 《合

同》，制卡中心才能凭《合同》的编号制发IC

卡，然后学员才能开始进行培训。该负责人表

示：“在签订《合同》之后，如果驾校和学员在

培训过程中发生争议， 就可以根据相关的条

款协商解决， 也可以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或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自己带上毛巾、水桶和一把扳手，拧开街

边的消防栓，便开始“哗哗”取水洗车。昨日，

青白江区市民苏先生打进成都商报热线，反

映了这不文明的现象。

苏先生称，自从天气暖和以后，最近有不

少私家车司机集中在青白江区团结北路路口

取用消防水洗车。虽然出没时间不固定，但根

据苏先生的了解， 几乎每天都有私家车前来

取水洗车， 少的时候五六辆， 多的时候十几

辆。 苏先生觉得这很不文明：“消防水都是拿

来应急的，咋能这样占用公共资源呢？”

现场蹲守

拿出毛巾水桶 熟练拧阀门

昨日下午，在苏先生指引下，成都商报记

者在团结北路路口进行蹲守。记者发现，团结

北路路口的街心花园旁，沿街停了不少车。附

近知情居民告诉记者， 这些大多是 “野出

租”， 平时取用消防水来洗车主要也都是他

们。下午3点多，在等了近2个小时后，一辆面

包车和一辆长安奔奔相继开了过来。 两位男

司机熟练地从后备箱拿出毛巾和普通家用水

桶，并借助一把扳手拧开了消防栓阀门。接好

水之后，两位司机便开始洗车，此时的街边，

俨然变成了一个“自助式洗车场”。

记者上前与奔奔车司机闲谈了解到，扳

手是从其他司机处借来的， 毛巾和水桶则为

自带。他同时告诉记者，像他这辆车，洗一次

大约需要三、四桶水。他同时也承认，平时的

确有不少私家车来此洗车，“不花钱的嘛”。

那他们能节约多少钱呢？ 记者随后走访

了附近的两家洗车场，工作人员称，一般洗车

的话单次价格在10元到20元不等。

记者调查

将加强巡查 欢迎市民举报

对于这样的行为， 附近居民也是满腹不

满。一位住在附近的杨姓女士称，这些司机每

次在路边洗车，本来干干净净的街道，被搞得

污水四处横流，大家一直就很有意见。而另一

位在附近开店的老板胡先生则和苏先生观点

类似：“这个不是普通水，而是消防水。为了个

人利益侵占大家的利益，确实很不道德。何况

也节约不了多少钱。”

接到记者反映的情况后， 青白江区自来

水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助理黄建军和另一名工

作人员赶到现场。 但此时，3点多来洗车的两

位司机均已离开。黄建军说，这样私自取水的

行为，首先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但因为没有

执法权，他们也只能劝阻。同时，今后公司将

针对消防栓等特殊用水取水处， 加大巡查力

度，维护好应急公共资源，保障“专水专用”。

此外， 对于有居民建议将这些消防栓全

封闭式地锁起来， 黄建军认为不太现实：“消

防栓就是方便应急的，如果锁起来，一旦有紧

急情况，可能会耽误大事。”他借此呼吁，消防

栓的设置是为了所有市民的安全保障， 私自

取水虽然不会导致无水可用， 但为了大家共

同的利益， 希望车主们不要贪图这样的小便

宜。他同时表示，如果附近居民再发现类似情

况，欢迎大家直接向自来水公司举报。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摄影报道

廖伯聃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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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看到身患肺结核的空巢老人无人料

理，两个月里主动扛起了照顾老人的重担；他，

得知陈婆婆肾结石发作摔倒在家，立刻将其送

往医院———他，就是温江区柳城街道北街社区

一名从事社区工作的大学生“村官”。如今，在

社区工作已有四年的廖伯聃，已成为大家眼中

的“好儿子”。去年，他被成都市总工会评为成

都十大“文明职工之星”。

结缘社区工作， 其实是一次巧合。“5.12”

大地震后，灾区急需大量志愿者。已经上班两

年的廖伯聃放弃工作，报名参加震后的救援志

愿者队伍。不久，温江区招聘志愿者，廖伯聃毫

不犹豫地报名参考，可进面试了才知道招的是

“一村一大”。2008年8月， 廖伯聃被招聘到北

街社区负责民政工作。

2009年，廖伯聃与同事在为社区低保户发

放低保金的过程中，见到了患有肺结核的老人

梅西忠。一问得知，梅西忠与妻子离异多年，有

一个女儿也多年未见。而这位独居老人几乎没

有自理能力。从当年5月份开始，廖伯聃便自愿

扛起了照顾梅西忠的重担。 他戴上口罩手套，

每天按时给他送饭、做清洁，一直到老人去世。

期间，他还想方设法帮老人找到了20多年没联

系的女儿。此外，家住温江区万春路电力公寓

的陈红新是一位空巢老人，患有肾结石、糖尿

病。廖伯聃知情后，经常邀请老人到自己家里

做客。

成都商报记者 彭娟

小过节 被嫂子泼腐蚀性液体

昨日中午， 金牛区青阳小区综合市

场内， 一名中年妇女突然端起两个塑料

盆， 将里面的液体泼洒到另一名正在卖

菜的妇女头上，造成其眼部严重受伤。

目击者邓仁述当时正在伤者的摊位

前和她聊天，突然见她被泼了液体。只见

伤者头部“直冒青烟，脸部迅速发红，她

用手捂着双眼，很痛苦”。旁边的蔬菜也

沾上了洒出的液体， 接触后部分蔬菜由

绿转黄，而装蔬菜的泡沫也出现溃烂。因

为闻到明显的汽油味， 在场的商贩们推

测泼洒的液体是“汽油混合了硫酸”。

伤者兰向平住进了四川省人民医院

城东病区。主治医生介绍，伤者眼角膜上

皮脱落，眼睑高度水肿，视力受损。记者

得知，向兰向平泼洒液体的，是她的亲嫂

嫂，两人是市场内相邻的商贩。兰向平告

诉记者，多年来她一直与嫂嫂有过节，据

兰向平称其原因不过是双方争抢顾客的

小事。西安路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时，泼

洒液体者已离开， 民警带回了装液体的

塑料盆拟取样检验， 并迅速寻找泼洒者

的下落。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逯望一

开车门擦挂 判保险公司全赔

车主把车借给别人开， 自己下车时

开门擦挂其他车， 保险公司借口当时驾

驶员不是车主，不予理赔。近日，高新法

院对这起保险纠纷进行审理， 判决保险

公司支付保险赔付金3750元。

去年4月30日，周某驾驶李某的小型

轿车由丹棱方向往夹江方向行驶， 车主

李某乘车同行， 途中周某将车停放于路

边， 李某在开启车辆左后门时没有注意

观察， 与后方正常行驶而来的中型普通

货车挂擦受损。 丹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认定，李某负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 李某支付修理费3750

元。李某向安盟保险公司理赔，却被保险

公司拒绝。高新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

《保险法》第17条，责任免除条款在保险

人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后， 才能对保险合同对方当事人即投保

人产生法律效力， 未作提示或者未作明

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由此法院

认为，被告所主张的“无责免赔”条款对

原告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被告应当全额

赔付原告所主张的车辆维修费3750元。

高新法 成都商报记者 柏阳月

床垫车间起火 未造成伤亡

前晚11时许，青白江同济大道138号

园区内， 一生产床垫的生产车间突然起

火， 火势又蔓延到一墙之隔另一个生产

塑料管道的车间， 两个车间内堆放的物

品包括塑料、椰丝、纤维等易燃物品。消

防人员赶到后很快将火势控制。 幸运的

是，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昨日凌晨零时过， 成都商报记者赶

到现场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依然有白

色的烟雾蹿起十几米高， 七八辆消防车

闪着警灯停在起火现场， 忙碌的消防人

员正在对余火进行剿灭。

据周围目击者介绍，同济大道138号

是一个工业园区， 起火的是园区内两个

紧邻的生产车间，一个生产床垫，一个生

产塑料管道。成都消防9中队以及附近几

个中队火速赶来扑火，大约半个小时后，

明火被扑灭。

记者发现，路边，一位中年男子蹲在

地上，用手捂面，泣不成声。男子姓倪，浙

江人，是床垫厂的老板。倪先生说，起火

时，他在隔壁的宿舍睡觉，是一名工人敲

门把他喊醒的。“这个厂就是我所有的

积蓄啊！”倪先生声音有些哽咽。他称，

去年他来到成都投资建厂， 主要生产床

垫， 车间里堆放的是生产床垫的材料如

椰丝、化纤等，据他了解，火是从他的车

间燃起的， 蔓延到一墙之隔的另一个车

间，两个车间堆放的都是易燃物品，所以

火势比较大。

目前， 消防部门正对起火原因以及

具体损失进行核算。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刘景慧 编号：

49

类别：孝老爱亲

投 票 地 址 ：

http://archive.wenming.cn/

jingtai/sbhr_news/sbhr_xlaq.htm

她，75岁，已尘满面、亦鬓如霜，也是需要

人照顾的年龄，但她却不离不弃守在98岁瘫痪

母亲的床前，嘘寒问暖……她就是感动蓉城的

“孝心婆婆”刘景慧。

刘景慧的老母亲张婆婆， 已经98岁。2011

年3月突发脑溢血，随后就一直瘫痪在床，并伴

有脑血栓和冠心病。11月， 刘景慧带着母亲回

到了建设路的家中。刘景慧每日都要早早地起

床，来到98岁老母亲的床前，开始每天的“必修

课”：为老母亲换下沾满屎尿的纸内裤；在护工

的帮助下，为瘫痪的老母亲擦拭身子、翻身；陪

时而迷糊、时而清醒的老母亲说说话……

刘景慧终身未嫁、倾尽全力照顾98岁的老

母亲，让母亲卧病近一年也没长过褥疮。刘景

慧患有面瘫，常年照顾老母亲，擦洗、翻身、喂

饭，都要弯腰低头，颈椎时常会钻心地疼。刘景

慧的身体早已不及从前。毕竟，她也已是75岁

的古稀老人了。刘景慧说，同事、朋友都劝她把

老母亲送到敬老院，但社区有朋友、有社区医

生，都是熟人，她更放心。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她说：“她是我妈，她还留恋现在的生活，不求

她能活多长久，只希望在世的每一天都幸福。”

成都晚报记者 何亚男

熟练拧开消防栓 不是救火是洗车

青白江一些私家车主“蹭”消防水洗车 自来水公司表示会加强巡查

新型中式婚礼 互赠玉笛竹箫

80后大学生“村官” 成居民的“好儿子”

私信@成都商报 讲述身边事

微博爆料

见报

有奖

廖伯聃周少秋刘景慧

候选3月“中国好人”

周少秋 编号：

171

类别：助人为乐

投 票 链 接 ：

http://archive.wenming.cn/

jingtai/sbhr_news/sbhr_zrwl.htm

成都高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

开始自己的奋斗之路。他们中的不少人已到婚

龄，但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还一直是单身。这

些问题被“贝贝”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注意到

了，“能够通过志愿者活动的形式为他们解决

个人问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于是，“志愿

者红娘”这个特殊的服务群体应运而生了。

“贝贝”原名周少秋，四川成都人，是一名

企业财务人员，2010年加入成都高新区志愿者

协会。志愿者组织开办以来，周少秋的Q Q 每天

基本会有10个小时在线。咨询服务累计2000余

人，组织了300余次活动。过去两年多的志愿服

务，“红娘”项目组由一人发展为300人左右的

群体，大部分志愿者都来自企业。周少秋说，做

志愿者最幸福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大家美丽的邂逅就是我奉献的快乐。”

据不完全统计，“红娘” 项目组对外公开

组织的各类型活动为服务对象提供约8000人

次、近6000小时的现场服务。而通过构建博客、

论坛、微博、飞信等途径发布的活动，通过Q Q

群邮件等方式通知大家参与活动， 后续活动

Q Q 群等网络服务平台， 及线下个体服务追踪

等，累计服务60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的

不懈努力， 前前后后让500余对单身青年收获

了爱情。

成都日报记者 付启 何良

“志愿者红娘”配了500余对

75岁“孝心婆婆”感动蓉城

婚礼秀现场，“新人”互赠礼物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司机熟练地从后备箱拿出毛巾和普通家用水桶，并借助一把扳手拧开了消防栓阀门。接好水后便开始洗车

非法回收药品

四川将专项整治

在街边干杂店、小区门口，在公交

站牌背后，在农贸市场周边，在医院周

边， 经常充斥着一些收药的小广告。成

都商报记者发现，很多干杂店收取药贩

子的“广告费”，为其摆放收药广告。实

际上，非法药品回收存在着巨大的安全

隐患，有可能药品变质或者过期后还流

入市场。

省食药监局稽查总队工作人员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必

须是拥有药品经营资质的主体才能经

营。药贩子回收药品，属于违法行为。工

作人员表示，个别消费者为牟取私利，利

用医保大肆开药， 然后转手卖给药贩赚

取利润，造成了有限的医保资源的流失。

接下来， 四川将开展药品流通领域专项

整治行动， 重点之一就是打击非法回收

药品的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