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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庆的临近，许多热爱自驾旅

游的朋友也开始提前规划线路，自从由

道孚县旅游局和《成都商报》携手推出

的大型国庆自驾游活动———“千车万人

奔道孚”启动后，组委会开通的热线电

话每天铃声都响个不停，报名的人流更

是络绎不绝，甚至还有之前已经去过的

车友表示想再去一次，并向组委会推荐

以前发现的好景色。目前这条线路剩余

的名额有限，要想在国庆节自驾出游的

朋友，可要抓紧报名了。

雪山 红叶 美丽的草原

道孚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甘孜藏

族自治州， 背靠海拔5280米的亚拉雪

山，十月是它最美的季节。天高气爽，神

奇亚拉雪山屹立在一片红色的彩林之

中，雪山与秋景的完美融合，仿佛带你

进入人间仙境。 道孚全境温泉众多，在

疲劳的自驾旅游之后一家人泡泡温泉，

洗去所有的烦累，再吃上一顿美味的藏

餐，然后入住在别具风格的藏式民居里

面安然入睡。

整个旅途将带你穿越气势宏伟的

大渡河峡谷、景色秀丽的海螺沟、世界

奇观的红石滩、 川藏线上第一个高山

垭口折多山、有“摄影家走廊”之称的

新都桥、风景绚丽的八美石林、神圣的

古庙灵雀寺和惠远寺、 独具特色的甲

居藏寨和卓克基官寨等， 每处景点都

会有各具特色的集体活动。 道孚旅游

局还将在旅程中穿插大型锅庄篝火晚

会，现场烤羊、烤鸡，牵手康巴俊男美

女载歌载舞。

车友力荐不为人知的好景色

前几天， 一位车友黄先生在本报看

到“千车万人奔道孚”的消息后，特意打

来热线，他说自己曾在道孚工作了五年，

极力推荐那边的风景，“尤其是一个叫

六道梁子的垭口，去了绝对不后悔。”黄

先生说，以前交通极其不便，进出道孚都

成困难，所以很多美景都不被人们所知。

这次听说路已经修好， 他非常期待与我

们一起重返道孚，一睹那里的新风采。

为了把车友们更好地照顾周到，

让大家体验一次真正的高原旅行盛

宴， 组委会对此次活动的人数设定了

额度，有意向的车友抓紧时间报名哦！

同时，为了让广大市民报名更加方便，

组委会特此增加了针对成都三环内的

车友上门报名服务， 并且增开了两条

报名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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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车万人奔道孚”国庆自驾游火热报名

车友纷纷打进热线力荐“私房”路线

第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发生在8月30日上

午10时许。 江油市公安消防中队的电话骤然响

起，“喂，119吗？在老火车站附近，一辆小轿车撞

在了路边电线杆上，车辆变形，司机被卡在车内

无法动弹，快来救一下！”

消防带班领导迅速组织6名消防官兵、一辆

消防车，携带专业救援工具，拉响消防车警报，

迅速赶往事故地。同时，当地派出所以及120指

挥中心，同样接到了报警，也各自派出救援人员

前往。

几分钟后， 消防官兵赶到江油老火车站附

近，四处寻找事故车辆；派出所民警和120救护

人员，也寻找了好大一圈，均未发现交通事故及

人员受伤的情况。

各救援力量一边找一边回拨报警电话，但

报警电话已关机。折腾半小时后，公安、消防、

120经过调查，怀疑有人报假警，于是各自返回。

叛逆的青少年，需要挑战权威，所以

对有些少年来说，报假警，或者针对警方

搞一个恶作剧， 似乎有某种特别的吸引

力。 有一个朋友， 在初中时干过类似的

事，打电话给110，说自己在上厕所，麻烦

送点手纸过来……当然， 他等来的是警

察叔叔的批评教育。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 包括诚信这

一项。最常用的教材，就是“狼来了”的

故事。这个故事的逻辑是，别说谎，谎话

说多了，等你说真话也就没人信了。但是

对现在的孩子来说， 这一故事的说服力

已经减弱。因为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狼不

会来，要看狼，还要到动物园。

诚信，不仅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它还

是现代社会良好运行的基础。 我们的教

育，一般停留在“诚实”，即不说谎的阶

段，很少强调“守信”。但守信其实是更

重要的品质，它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一

种社会性。 从守信到守法， 是自然的过

渡， 因为法律在本质上讲也是一种人与

人、人与国家的约定。

因此，对父母和老师来说，单纯对孩

子进行道德说教，强调“别说谎”，已经

不够了， 我们还需要从法律层面来帮助

孩子成长。14岁， 是敏感和叛逆的年纪；

而一旦过了18岁，越过玩笑的界限，就会

触犯法律了。

10天两度报警

惊动公安消防医院

绵阳少年发短信：假的

现代版“狼来了”

“狼来了”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小学课本里，几乎人人都知道。故事的前半部

分是，一个小孩的尖叫，引来了一群大人的恐慌，结果并没有狼。这个熟悉的故

事，日前在江油接连上演两次。这一切，都与一名14岁的初中生有关。

公安机关立即介入调查。返回途中，消防官

兵假称是其“亲人”，与之短信联系，试图摸清

报警者所在地址。经过几番“周旋”，消防官兵

使其误认为自己是他在外打工的“小姨父”，并

告诉了消防官兵其母亲的电话。

消防官兵立即与其母亲取得联系。 经其母

陈述，她对儿子所犯的错误浑然不知。

原来，报警人叫周某，是江油市一名农村学

生，今年14岁，正在读初三。父亲在外打工，母亲

在家照顾。最终在母亲的劝说下，周某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当天下午2时许，主动到江油市公

安消防中队自首， 并承认两起报假警均是自己

所为，纯属无聊。

“不管是公安还是消防等，都是社会公共资

源，如果报假警，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工作

秩序。9月8日这次假警，几乎出动了我们大部分

警力，而且还那么远。如果其他地方真的发生火

灾等险情，肯定会影响救援。”昨日，江油市公安

消防中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虽然经历了这些假

警，但以后接到群众报警，同样会及时出警。

第2个“狼来了”的故事发生在9月8日上午

9时许， 有人拨打119电话报警称，“江油市中雁

公路（杨家庵往双河镇方向约2公里处）一辆32

吨重型液化气槽车侧翻，造成罐体破裂，大量液

化气外泄，驾驶员被困车内生死不明。”

9时35分， 江油市公安消防中队迅速出动4

辆消防车、24名消防官兵紧急赶赴现场； 同时，

调集江电专职队1辆消防车、 川西北专职队1辆

消防车、15名指战员到场协同处置。

由于路途偏远， 报警人不断拨打119报警电

话催促消防官兵。他在电话中称，槽车泄漏加剧，

空气中弥漫了刺鼻的液化气味，驾驶员身上还在

流血。消防官兵立即联系110指挥中心，请求调派

公安民警、交警封锁该路段，疏散当地群众。

经过近半个多小时的行车， 消防官兵终于

到达报警所称事故现场。此时，民警、交警、120

救护人员也已到达。 但大家按照报警所称路线

来回找了几圈，也没发现事故槽车，而报警人的

电话一直处于通话中，未能联系上。

正在大家扩大范围、焦急寻找时，报警人却

发来短信称：“明说了吧。我作按（案）多起”。

此时，大家才意识到被戏弄了。

近日， 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上周某的母

亲。据她介绍，经不住孩子的纠缠，才在今年暑

假给周某买了手机。“以前孩子胆小，很少出门。

叫他到镇上去买菜，他都不敢去。”周某的母亲

表示，孩子成绩中等，也很听话，还时常与她交

流，几乎不说谎。

但今年7月， 周某跟着已辍学的同学，到

火锅店打暑假工后，已不再像以前一样听话。

而其同学说什么，他都会听。“回家后，孩子

就变了，也不想上学了，随时跑去外面耍，用

钱也大手大脚，胆子也大了不少。”周母说，

孩子胆子变大点是好事， 但真没想到会大到

报假警。

昨日，周某母亲表示，此事她还没敢告诉孩

子的父亲，但经过民警和她的教育，孩子已在继

续上学， 现在放学后也按时回家。“孩子如果知

错能改，比什么都好”，她说。

警方表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本应

对周某进行拘留十五天处理， 但由于周某系未

成年人、在校学生，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便责

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通过公安民警一番教育

后，周某母亲与民警签了《保证书》，并保证会

严加教育，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

绵阳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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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幕

“

轿车撞电杆

”

公安消防120均接警

《狼来了》片段

譹訛

从前， 有个小孩每天上山去

放羊。有一天，他觉得很无聊 ，便

大喊：“狼来了！狼来了！”山下的

农夫连忙放下手里的活， 上山打

狼， 放羊娃却哈哈大笑：“我是闹

着玩的！”

第2幕

“

液化气槽车泄漏

”

惊动近40名消防官兵

《狼来了》片段

譺訛

“狼来了！狼来了！”第

2

天，放

羊娃故伎重演， 善良的农夫们又

冲上来帮他打狼， 可还是没有见

到狼的影子。 放羊娃笑得直不起

腰：“哈哈

!

你们又上当了

!

”

结局

初中生无聊之作 警方仍会有警必出

《狼来了》片段

譻訛

第

3

天，狼真的来了 。放羊娃

拼命地向农夫们喊：“狼来了

!

狼来

了

!

快救命呀

!

狼真的来了

!

”人们以

为他又在说谎，没去帮他。结果放

羊娃的许多羊都被狼咬死了。

少年母亲：孩子遇“损友” 胆小变大胆

新闻链接

对话

酒后老打110�一男子获刑1年

因为一次冲突中拨打报警电话后， 警方

迅速出警并为其解决了问题， 在京打工的49

岁山东籍男子杨桂升一直对民警 “念念不

忘”， 养成了酒后拨打110的习惯。 而每次民

警出警后，杨贵升都关上手机并锁门离开，让

警察扑空。

据检察机关指控， 今年5月29日至6月1日，

杨桂升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10余次，声称要实

施爆炸及杀人行为。8月26日， 因多次拨打虚假

报警电话， 杨桂升被石景山法院以编造虚假恐

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少年报假警 对女接警员说

“

爱你

”

6月28日到7月23日， 浙江杭州余杭公安分

局110指挥中心陆续接到同一个人的报警电话，

多达180余次。警方经调查发现，对方竟是一名

16岁的少年。因未满18周岁，民警对其进行了批

评教育，不予执行拘留。

章某打通电话后，会根据接警员不同性别，

进行不同的骚扰。如果是女接警员，他常说“美

女我爱你”、“我喜欢你”等，甚至还对着话筒放

起了某言情电视剧主题曲。“爸妈去上班时，我

一个人在家，没什么朋友，也没有电脑上网，实

在无聊就想到了拨打免费热线‘110’解闷。”章

某告诉民警。

（综合北京晨报等）

编后

教孩子“别说谎”

已经不够了

成都商报讯 （记者 张舒）

勿忘国

耻，“9·18”临近，今年成都上空将再次

响起半个小时的防空警报。昨日，记者

从成都市人防办获悉，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经成都市人

民政府批准， 定于2013年9月18日14时

30分至15时在全市行政区域内试鸣三

种防空警报演练信号， 今年将有748台

警报设备参与，创下历年来新高，同时

在移动警报设备中， 一款可插优盘的

“背负式警报器”也将亮相。

根据安排：9月18日14时30分至15时

在全市行政区域内试鸣三种防空警报

演练信号，14时30分“预先警报”：鸣36

秒，停24秒，反复三遍（持续三分钟）；14

时40分“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

十五遍（持续三分钟）；14时50分“解除

警报”：一长声（持续三分钟）。

成都市人防办提醒，请全市各界注

意识别，掌握了解警报的区别和不同。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素冰）

新开行

多条公交线路、 增加投放LNG公交车、

微博有奖活动……从今日开始至9月22

日，首个公交出行宣传周将在成都正式

启幕，在这一周的时间内，许多与市民

出行息息相关的公交新措施将陆续宣

布， 其中包括新开行多条公交线路，新

增加投放LNG公交车等；市民如果有关

公共交通的任何问题， 也可以主动参

与，在成都市交委的官方微博上提交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参与微博有奖活动。

节后第一天，成都主城区就将迎来

一年一度的无车日活动。“当天，公交将

加密班次来配合放弃小汽车出行的市

民。”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无车日当

天在限行区限行时间内将严禁小汽车

进入，为此交委和公交集团将加密途经

的公交线路班次，调集更多公交车辆来

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30辆LNG公交车很快就将在1路

和90路两条线上运行了。” 公交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1路和90路两条线路的

客流量非常大，近期就将投放30辆新公

交。据了解，这30辆公交车都是12米长

的大容量公交车，可以缓解早晚高峰公

交车拥挤。同时，公交集团还根据客流

情况对一些公交线路的车辆进行更换，

将小车换成大容量公交。

新开多条公交线路 30辆LNG公交车近期上路

“9·18” 成都上空拉响防空警报半小时

周某给消防官兵发短信，承认是报假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