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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吴晗

摄影报道

一名90后女孩的爱情坚守

谢绝3人追求 照料瘫痪男友

你是否还在嗑着瓜子， 流连在电视

机旁，守候着甄嬛的出场，为插播广告而

气愤；你是否还播放着D V D ，幻想着自

己成为007、钢铁侠、杰克船长，而突如其

来的卡碟让梦想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别担心！我们为你介绍一种超酷的方式，

下载成都商报“码上控”手机软件，只需

扫描下面这个特别的二维码，就能“码”

上观看到由成都商报新媒体倾力拍摄的

微电影， 还能看到我们为你精心推荐的

更多精彩视频。

这是真正的报纸与新媒体结合的时

代，关注报纸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看

到报纸的平面新闻， 还可以让视觉感受

丰富起来，这次改版，成都商报将打造这

个精品栏目， 为大家带来全方位的饕餮

视觉盛宴。

塔吊倒塌 压住工人

前晚7时许，成都龙潭寺华冠路一处

施工工地突发意外，一塔吊发生倒塌，造

成工人被压， 消防、120等紧急赶赴现场

展开救援。截至前晚10时许，记者从成都

市安监局了解到，事故造成2死1伤。

事发后， 成都商报记者赶赴事发工

地现场，工地大门紧闭，禁止无关人员进

入，救护车闪烁灯光从工地出来，吊车也

开到工地内。工地内具体发生了什么，工

人们不愿多说。 记者从成都120求证，有

一名伤者被送到成都誉美医院进行救

治，随后记者在医院了解到，该伤者全身

多处骨折，正在手术，守在医院里的工人

们对此三缄其口。

前晚10时许，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

市安监局了解到， 目前该事故造成2死1

伤，事故具体原因有待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昨日上午，金堂县金广路二号外，一株被

人砍倒的大树倒下，砸中了临街的围墙，正在

围墙边清扫的环卫工人高宗翠被倒下的围墙

砸中， 身体被埋在砖头里，3名路过的女学生

也被倒下的树枝和砖头轻微擦伤。事发后，三

名中学生用手刨开砖头， 并在路人的帮助下

将伤者救出。

昨日下午， 伤者高宗翠的儿子唐先生来

到金堂县实验中学， 辗转找到了一名救人的

女生，他深深地向对方鞠躬致谢。

围墙倒下 环卫工人被埋砖堆下

据受伤的环卫工人高宗翠回忆， 昨日早

上7时10分左右， 她正在金广路清扫道路垃

圾，“本来已经扫完了， 但我看到围墙边又有

人扔了两个塑料袋，就过去扫，没想到这时候

出了事。”

高宗翠说， 她正在清扫最后两个塑料袋

时，突然看到头上有棵树正倒下来，她下意识

地向旁边躲，躲过了倒下的树干，但倒下的树

砸在了街边围墙上，将围墙砸垮，倒塌的围墙

砸在了她身上，“才跑了几步， 墙就砸到我身

上了，我被砖头压在下面。”

昨日上午10时，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这是一堵临街的围墙，围墙内是一小块空

地，里面堆放着垃圾，一株直径约20厘米的树

干倒在地上，树桩上有新近被砍断的痕迹，旁

边长约6米的围墙已全部垮塌， 地上全是砖

头。附近不少商户称，昨日早上曾听到砍树的

声音。而在事发前，高宗翠也听到围墙内砍树

的声音。但在事发后，无论是伤者还是救援人

员，都没有看到砍树者。“可能是看到出了事，

跑了。”高宗翠说。

带伤救人 三名女生刨砖救出伤者

在高宗翠被倒塌的围墙砸伤的同时，三

名从此处路过的中学生， 也因围墙倒塌受了

轻伤。“当时有两个女生，走在街边上的，墙倒

下来， 她们也被砖头打到了， 但好像受伤不

重，比我先起来，起来后，就过来帮我把身上

的砖头刨开。”高宗翠说。

躺在病床上的高宗翠头部缠着纱布，全身

多处软组织挫伤，在被压在砖头下时，她无法

动弹。“我试着想自己爬起来，但动不了，只听

到有两三个女娃娃在喊救人，她们把我身上的

砖头刨开，还问我‘阿姨，你伤得重不重？’”

砖头被刨开后， 三名中学女生试着把高

宗翠拉起来，但可能是由于年龄较小，没能成

功，“后来，她们喊了一个骑摩托车路过的人，

一起帮忙把我拉起来的。”

由于忙着去上学，高宗翠还没来得及向三

人道谢，三名中学生就离开了。或许是因为伤

势较轻，三人也没有去医院治疗。被救出的高

宗翠随后被送到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我希望能找到三个救我母亲的中学生，

当面向她们道谢。”昨日上午，在金堂县第一

人民医院， 伤者高宗翠的儿子唐先生说，“如

果不是她们帮忙，母亲可能会伤得更重。”

根据母亲提供的信息，三名救她的中学

女生都背着书包， 而距离事发地点数百米

外，就是金堂实验中学，救人的学生很可能

是金堂实验中学的。

对爱情

她默默坚守

新生儿无肛门

医生27分钟造出

成都商报讯（记者 彭娟）

刚出生21

小时的男娃乐乐

（化名）

，被发现先天无

肛，父母抱着他从西昌赶到成都就医。19

日下午， 乐乐在成都肛肠专科医院接受

了肛门成形术手术，目前情况稳定。

乐乐出生于18日下午， 家人发现其

无肛门后，当晚11时连夜赶路500多公里

来到成都。随着婴儿的肛门被打开，积攒

的胎粪立即喷涌出来，经计算，乐乐排出

的胎粪足足有100m l。在进行一系列的粪

便清理、伤口缝合等后续处理后，孩子的

体征平稳，整台手术仅用了27分钟。

据医生介绍， 小儿先天性无肛是一

种常见疾病，1500～5000个新生儿里可

能会出现一例，发病率男高于女，手术治

愈的成功率较高，90% 以上的患儿治愈

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至于发病原

因，目前医学界并没有定论。

吞药割腕昏倒

热心人救他一命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欢）

昨天上午9

点半左右， 在一环路成都体育学院附近

的人行道上， 一名意图轻生的外地男子

服用药物过量后倒在地上， 经过抢救已

无生命危险。

商家刘女士说：“当时他仰躺在地

上，双腿不时地抽搐，右手腕上还有一道

深深的伤口，但血迹已经凝固了。”在他

身边，还散落着两个空药盒和一包香烟。

120救护车很快赶来，男子被抬上救

护车送到四川红十字肿瘤医院。 医生表

示，他手腕上的伤没有割破动脉，并无大

碍，“但他一直昏迷不醒，还呕吐出了不

少绿色的胃液， 初步判断可能是服用药

物过量。”经过洗胃和血液透析，该男子

脱离了生命危险。苏醒后他告诉医生，吃

了好几种安眠药，“之前有点想不开。”

下午4点， 该男子的同事赶到医院。

据介绍，该男子姓王，从甘肃来到成都出

差，前晚11点在附近的酒店失踪，同事一

直联系不上他，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轻生。

3名90后女学生的见义勇为

围墙倒塌 3女生刨出被埋环卫工

闵燕和王怀江相识在共同打工的

饭店里，闵燕是服务员，王怀江是厨师。

“他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 ， 非常能

干。”闵燕说，因为能干两个人的活 ，王

怀江的工资比一般人要多

500

元。“他用

赚的钱给我买衣服。”闵燕说，男友并不

是个健谈的人，但会留一些拿手菜给她

吃，到她父母家做一整天的活 ，也会带

她到山上去耍。

出事前， 闵燕和王怀江商量婚事，

“我跟他说，想租婚纱来穿，他同意了。”闵

燕笑着说，由于家境贫寒，这本是个任性

的请求，而王怀江却很支持，这让她十分

感动。

总是有朋友就王怀江的事情劝闵燕

另觅良缘，而她的答案也很简单，“我对他

有信心，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站起来，再跟

我说话，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一定会好

起来。”

90后

爱情宣言

对于新一代， 似乎从来都有人来褒贬一

番，或者忧心忡忡，或者赞扬嘉许。不同时代人

们给予的定语都不同，我们可以记起的词语有

过去

60

后“迷惘的一代”、

70

后的“愤青”、

80

后

的“垮掉的一代”，到现在

90

后的“新新人类”、

“非主流”。

每个人都是历史长链中的一环， 只是历

史赋予每个时代的使命不同而已 。

60

后 ，

70

后，

80

后，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三十

而立”，证明了他们是“值得托付的一代”。而

现在这群

90

年代出生的孩子，个性鲜明，他们

一路走一路张望， 曾经彷徨失措， 但不可否

认，他们一步步地在成长。如同我们今天要说

的这两个

90

的故事，他们同样在证明自己，值

得托付。

昨日上午 ，唐先生赶到学校 ，希望

学校帮忙找到这几名帮助母亲的学生，

他想当面向其道谢。

事实上 ， 该校杨 校 长也正在找

这几名学生 ， 他担心学生在事故中

受 伤 。下 午

2

时

30

分 ，学 校 终 于 找 到

了事发时在现场救人的一名高一女

生李姣 。

李姣回忆说 ， 当 时她 正从金广

路路过 ，围墙突然倒下 ，将一名环卫

工砸倒 ， 她和走在她前面的两位同

学也被砖头和树枝擦了一下 。 “前面

的两位同学爬起来 ， 就跑过去刨开

砖头救人 ，我也赶过去 ，一起把受伤

的 阿 姨 拉 起 来 。 ”李 姣 说 ，由 于 伤 势

较轻 ，三人又忙着上课 ，因此没去医

院治疗 。

唐先生深深地向这名高中生鞠了一

躬：“谢谢你们当时伸出援手， 真的是太

感谢了。”“没什么，这种事大家看到都会

去帮的。”李姣说。

目前，警方正对此事展开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摄影 鲍泰良

对他人

她们倾力相助

核心

提示

没什么，

这种事大家看到都会帮

90后的责任

《调音师》

讲述了一个“盲人”调音师的故事

电子福利券属财物

两“内鬼”被判盗窃罪

京东商城两员工弓某和杨某， 被控

非法进入内部系统，窃取了总票面价值4

万余元的电子福利券69套， 在网上出售

获利1.7万余元。近日，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 武侯法院认定这些电子福利券属于

财产，判决两名员工均犯盗窃罪，判处有

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

武侯法院审理认为， 福利券本身不

是现金，必须在京东商城消费满200元才

能少支付10元， 可见福利券是有使用价

值的， 且被告人也将福利券卖出换取了

金钱， 故应认定福利券已经属于刑法意

义上的财物。

武法 张绍忠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总有一天，

他能站起来跟我说话

“我对你有信心，一辈子也愿意，一定会

好起来。” 在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分院神经外

科的病床上，22岁的闵燕把男友王怀江的头

放在怀里，她笑起来嘴边有两个酒窝，十分好

看。 无法说话的王怀江睁开眼看着她， 闵燕

说，这是他心情不错的表现。

1年前， 王怀江因意外跌落引发脑积水

瘫痪在床，1年多来，女友闵燕日夜陪护在男

友身边。医生介绍，由于王怀江的脑积液一

直不太正常， 动手术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并

且花费不菲。为了不拖累家人和女友，王怀

江曾数十次绝食。而为了照顾男友，闵燕拒

绝了三位追求者。

在曹忠巧提供的户口簿上显示， 王怀江

生于1990年，未婚。曹忠巧用“儿媳妇”来称

呼闵燕，“如果没有她，儿子可能真撑不住。”

闵燕和男友王怀江都是云南昭通人。

2012年1月5日，王怀江从2楼失足跌落导致瘫

痪。出事前，他们已向亲戚朋友宣布了婚讯，

准备结束他们5年多的爱情长跑。

“如果他不出事，我们现在也许已经结婚

了。”闵燕说，他们计划2012年结婚。在王怀江

的转院申报表上，成都商报记者看到，王怀江

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后脑积水。 在家乡云南昭

通人民医院治疗半年后，因难以负担医疗费，

王怀江回到家中休养。今年3月，拿着父母出

让土地使用权的3万多元和借来的钱款，王怀

江被转移到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分院治疗。

“这些他都知道，他拉着我的手死紧，眼

泪一直流，我知道他不想要我‘卖地’。”王

怀江的母亲曹忠巧说，一年来，王怀江的治疗

费用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为了

不拖累家人和女友，王怀江曾数十次绝食。

“最近的一次是来成都后的第三天。”闵

燕说，这一次绝食持续了三天，对于喂到嘴边

的水和食物，王怀江就是不张口。曹忠巧说：

“我问他为啥子不吃东西，他只是哭。”

男友母亲口中的“儿媳”：

儿子数十次绝食想放弃 她不离不弃

昨日下午1时， 闵燕又在为王怀江翻身。

她把一个坐垫夹在他骨瘦如柴的双腿之间，

把另一个垫在腰后。抱起他的膝盖向上提，再

推到另一边。这样的动作，每两个小时，闵燕

就要做一次， 每个晚上要帮身高1米7的王怀

江翻身四次。对于1米45的闵燕来说，这并不

容易。“有时弄痛了，他要哼，我就轻点。”

这一年间，哪件事情会比较难？闵燕想了

一会儿：“熟练了都不难， 我就怕他几天没有

大便，我就有些担心。”因为瘫痪在床，王怀江

总免不了要在床上排泄，闵燕用一块尿不湿垫

在他臀部，每次排泄后，再用毛巾为他清理。王

怀江换下的衣服被褥也由闵燕清洗干净。

闲的时候，闵燕就坐在床边，把王怀江僵

硬的腿抱在怀里按摩。这时，她会跟他聊天，

“我跟他说，原来的同事现在在做啥子，他愿

意听。”闵燕说，生病后，王怀江大多数时间都

闭着眼睛。 只有心情好时， 会睁着眼睛看着

她，听她说话，听到喜欢的就眨一下眼睛。

闵燕是个大眼睛、高鼻梁的姑娘，笑起来嘴

边有两个酒窝。王怀江回家休养那段时间，闵燕

就到和王怀江相识的餐厅打工， 每月1000元的

工资用来补贴男友的医药费。期间，心仪闵燕的

3名追求者先后被她的朋友拉着和她见面，都被

她回绝，“我就说我没得心思。” 这件事她从不

和王怀江提起，“怕他知道了，心情不好。”

“现在的年轻人，你给他几十万也不会这

么用心来照顾一个人， 更何况还没结婚。”与

王怀江同病房的李先生拨打成都商报热线时

说， 他曾经目睹闵燕晚上多次起床为王怀江

翻身，每天早上7时起床为他擦拭身体，这对

一个年轻漂亮的90后女孩来说， 并不容易做

到，“最感动我的，是他们之间淳朴的爱情。”

病友眼中的瘦弱女孩：

换尿片洗衣服 每天为他翻身按摩

90后

助人宣言

90

后女孩闵燕悉心照顾瘫痪男友

围墙倒塌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