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两年未回家，李光芬提前一个月为3个孩

子买好过年新鞋、新衣，等孩子放假后，就带

他们回达县老家过年。但12月30日上午，在航

天立交桥下， 挑水果去卖的李光芬不幸遭遇

车祸身亡（成都商报前日报道）。

最早的捐赠

平头男子骑电瓶车送来2500元

昨日中午12时， 李光芬丈夫易国红打入

记者电话，称报道刊出后这两天，不断有好心

人找上门来献爱心———最早的一笔捐款是一

位骑电瓶车的平头男子送来的2500元。 男子

对易国红说，看了报道之后，想来看看他家情

况，这2500元是他家老板让从西门送来的，让

孩子安心读书，好好学习。“说完之后，他就要

走， 我问他名字和电话号码， 他说不需要留

名，也不要我回报。”易国红回忆，男子倒是记

了他的电话号码， 称以后还会联系他、 帮助

他。之后，易国红看着该男子骑上半旧电瓶车

消失在院门处。

最多的捐赠

4女1男送来1万元

最大数额的一笔捐款是四女一男送来的1

万元，他们称是代表公司送来的，“但他们也不

愿意留联系方式，我借了个手机想给他们照张

相，他们也不愿意。”当被追问姓名联系方式

时，其中一人笑着说，“我们都是无名氏。”

最感人的捐赠

61岁环卫大娘送来700元

而最让人感动的一笔捐款是， 在听闻李

光芬出车祸后，61岁的李群芳大娘带来700

元。 李群芳是附近的环卫工， 每月工资不过

1350元。李群芳刚一进门，就呜呜哭了起来，

一面对易国红说，“娃娃妈走了， 以后你又要

当妈又要当爹，生活是要苦点，但你要撑住，

要勤给娃娃洗澡洗衣……还有， 你会梳头不

哦？” 一面又对3个娃娃说，“现在妈妈走了，

你们要懂事，要独立……”

住易国红家对面的米店老板娘昨日下午

也给易国红家送去1000元钱， 她刚搬来院子

不久，院里人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只习惯

地叫她“米大姐”。“大家都住一个院里，作为

邻居自然要伸手相助。” 米大姐哽咽着回忆，

“她（李光芬）跟我说过，自己和丈夫这么拼

命，是想攒钱在成都买房，让3个娃娃能在成

都上大学，接受好的教育。”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唐奇 摄影记者 张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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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

被告：看守所里搞科研

看守所：不具备实验条件

昨日作最后陈述时，曾黄麟哭诉称，由

于自己学习不够、 对受贿犯罪的认识不清

导致犯罪，希望利用所学知识，为国家作最

后的贡献。

在庭审中， 曾黄麟称他在关押和审

查期间坚持科学研究， 研究了无人机的

目标识别系统和飞弹的精确打击系统，

并通过宜宾市看守所联系国家有关单位

和部门上报（研究成果）。

但宜宾市看守所负责人告诉记者，

曾黄麟羁押期间确实在笔记本上写写画

画， 并向管教干部提过他在进行无人机

系统的研究，但目前并未出科研成果，也

没有通过看守所向有关部门报告。 该负

责人表示， 看守所不具备进行科学实验

的条件。

宜宾新闻热线：

13550702929

人物

幺儿接她回家

太婆眼含泪花

来自中江县的 75岁太婆赵素清

（音）虽有4个儿女，却住在成都一个破

旧的砖瓦房内，靠捡垃圾为生（成都商

报昨日报道）。昨日上午，经中江县会龙

镇民政工作人员协调， 赵婆婆的小儿子

苟中华表示将赡养老母， 并于昨日中午

把赵婆婆接回住处（上图）。坐在小儿子

出租房内干净的大床上， 看看身边的儿

子，赵婆婆眼中再次泛出泪光。

前晚，中江县会龙镇民政工作人员邓

学埃和会龙镇关寨村村支书汪贵林等一

行3人赶到成都，处理赵婆婆的问题。劝赵

婆婆到会龙镇敬老院被婉拒后， 昨日，邓

学埃把赵婆婆的小儿子苟中华、大儿媳蒋

女士、 孙儿赵剑等召集到赵婆婆住处，协

商对赵婆婆的赡养问题。经协商，小儿子

苟中华表示，他会把母亲接到住处，负责

赡养母亲，不再让母亲去捡垃圾。大儿媳

蒋女士说，按照原来分家时的约定，她会

继续赡养赵婆婆的父亲，赵婆婆的生活仍

由苟中华负责。 赵婆婆的孙儿赵剑表示，

他在成都开出租车，住的地方离苟中华的

住处只有几百米， 奶奶被苟中华接走后，

他平时有空还会去看奶奶。

昨日中午，简单收拾了砖瓦房内的行

李后，赵婆婆坐上孙儿的出租车，来到小

儿子苟中华的住处。苟中华把他不到10平

方米的出租屋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说，他

会尽快在隔壁再为母亲租一间房子，做零

工挣钱赡养母亲， 不让母亲再出去捡垃

圾。赵婆婆说，她现在两条腿都不舒服，走

路不方便， 以后留在家里给儿子洗衣做

饭，不去捡垃圾，也不去捡东西吃了。

昨日是孙儿赵剑的生日， 在小儿子

家休息了一会儿后，赵婆婆和大儿媳、小

儿子等一大家人， 开开心心地为孙儿庆

生去了。 临走时， 赵婆婆握住记者的手

说，谢谢《成都商报》的关注，她会和小

儿子一起好好生活。

成都商报记者 周恒 摄影记者 卢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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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理工学院原院长曾黄麟受审

公诉机关指控，曾黄麟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366.50万元，为多名建筑承包商谋利

李玲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他曾享受

国务院津贴

曾黄麟，1955年12月

出生，四川富顺人，博士、

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

师。 曾黄麟是全国突出贡

献专家人选， 享受国务院

特殊政府津贴，IEEE （美

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

会）高级会员。主要从事

神经网络、 粗集理论等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获得者， 被列入全

国“百万人才工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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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公司●玉龙搬家87326666低86259642

●红运低价84337798▲84345188

●红明低价84333310优84331619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二手货交换
●高收所有二手货18215555415

●急收空调15902878988桌椅等
●高收空调一切2手13678065721
●收所有二手废旧13540494440
●收一切二手专业拆除8136084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供求大串通
●小香猪野猪鲜肉腊肉83129686汽车转让
●私转凯迪拉克18349106149求购汽车
●求购轿车面包车13880530139
●求购轿车13881809366拒中介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取名公司
●北京禹铭居取名13628022125
●酿名苑命名机构www.qmzx.cn
成都首家名之道唯以专66000076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730866336启事

●一辆五菱宏光车于10月24日停
放在成都果堰村10组，当日发现车
辆被盗，车牌号川A3U970发动机
号8D80521389车架号LZWADA
GA9D8134393联系人王荣电话
13540165145谢谢
●吴勇蓉位于高新区老成仁路6号
3栋1单元4楼405号房屋产权证(监
证号:3676889)遗失
●成都易贷易投资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700
0345621）遗失作废。

●心芳情文化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原件遗失
●宋文佳2013年11月25日在成都
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的住院费用
结算票据（号码：0961360751，金
额：6157.58元）第一联遗失。声明
作废

身份证遗失
●李林511181198508221324遗失

寻人

非法获取公民信息上百万条

领刑一年

成都商报讯 （粟政 张小芹 记者 蒋

麟）

被告人夏龙军多次通过互联网从他人

处购买，以及从购买的软件中非法提取公

民个人信息，或用于电话推销业务，或分

拆信息后出售牟利， 以6分钱一条的价格

再转销给其他人， 又从中非牟利数千元。

在2013年4月至7月短短数月间，夏龙军疯

狂获取公民电话、住址、车辆、股票等个

人信息达167万条。昨日，眉山市东坡区

法院审理认为， 夏龙军非法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情节严重，当庭以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不好了，悍马‘发火’了，快来人

救火啊！”昨日上午10时许，一辆黑色悍

马婚车驶到江油市武都镇医院对面时，

车头开始冒出浓烟。 车上的新郎新娘以

及司机等人，见状急忙下车，车头冒出的

浓烟越来越大，很快弥漫开来。

驾驶员见状， 试图打开悍马车前引

擎盖救火，但不知是温度太高，还是发生

变形，车前引擎盖根本无法打开。此时，

浓烟越来越大，蹿了几层楼高，呛人的烟

味弥漫在街道。不少居民纷纷跑出家门。

随后，悍马车头内蹿出明火。

见悍马起火， 参加婚礼的朋友们纷

纷从车上拿出灭火器扑救。 但毕竟悍马

车太大， 火势又猛， 几个灭火器很快用

光。这时，医院的保安拿出了灭火器继续

帮助灭火。 马路对面的茶楼老板王大娘

也拿出一根20米长的水管， 接在自家的

水龙头上，让新郎的朋友们帮助灭火。10

余分钟后，悍马车头的火终于被扑灭。

“结婚的人我们不认识，但大家都

在热心帮助灭火。我在电视里面看到，车

辆燃烧后一般要爆炸， 害怕伤及到路边

的群众，当时也没考虑啥子，就拿出了平

时冲街沿的水管， 接在水龙头上帮助灭

火。”王大娘说。

悍马婚车火势控制后， 车上人员全

部有惊无险， 新郎新娘也按时举行了婚

礼，悍马随后被拖到了修理厂。

悍马婚车“发火”

新人有惊无险

昨日上午，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

宜宾市中级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四川理工学

院原院长曾黄麟受贿案。公诉机关指控，曾黄

麟在担任四川轻化工学院院长、 四川理工学

院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366.50万

元，为多名建筑承包商谋取利益。

11年受贿300多万

昨日上午9时30分，59岁的曾黄麟身着宜

宾市看守所的黄色马甲， 在法警的押送下步

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刑事审判庭。当

看到旁听席上的家人和昔日同事时， 曾黄麟

挥手致意，并落泪。

公诉人李直介绍， 曾黄麟案犯罪线索由

四川省纪委于2013年7月4日移送到四川省人

民检察院， 省检察院指定宜宾管辖。7月5日，

宜宾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对曾黄麟立案调查。

公诉书指控称，曾黄麟在2003年至2013年

担任四川轻化工学院院长、四川理工学院党委

副书记兼院长的11年间，共收受建筑承包商曹

某、蒋某、曾某等15人的贿赂366.50万元，涉及

四川理工学院汇东校区项目、食堂BT项目、体

育场项目及移动校园等项目。曾黄麟还曾“打

招呼”，由四川理工学院后勤部门新开设银行

账户给行贿人蒋某贷款提供担保，甚至直接由

学院后勤借款130万元给蒋某。 每次得到关照

后，蒋某都会给曾黄麟送上钱物表示感谢。

此外，曾黄麟还利用自己的职务影响力和

社会关系，为自贡龙城国际和富顺县黄桷树花

园的开发商谋取了利益。曾黄麟受贿的地点既

有自己家里， 又有四川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甚

至有人在打麻将时直接将装有20万元现金的

口袋交给他，还有人因其女儿读书送了5万元。

主动上缴500余万

李直在法庭调查时称， 曾黄麟2003年至

2013年间的合法收入为220万余元，其妻子邱

某的合法收入为50万元左右。 但案发时曾黄

麟及其妻子在自贡多个银行的存款总额达到

528万余元、美元2万多元，其巨额财产超其合

法收入一半以上。

曾黄麟在自我辩护时说，案发后为了表明

自己的认罪态度，他主动向上级有关部门上缴

了551万元，这其中有自己受收的贿赂，也有家

庭的合法收入。曾黄麟希望将纪委和司法机关

查明的不属于受贿款的部分金额退还给他。

绝不翻供请求轻判

起诉书称，曾黄麟收受的贿赂款大部分以

妻子邱某及自己的名义存入银行，少部分用于

购买住房和家庭日常开支。曾黄麟表示，对于

起诉书的指控全部予以认可，绝不翻供。曾黄

麟请求合议庭在量刑时考虑其自首情节、未给

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等因素，给予从轻判决。

检察机关认为， 曾黄麟身为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在工程承包、追

加工程、工程款划拨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他人

谋取利益，受收他人贿赂，构成钱权交易，其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诉人李直称，曾黄麟在归案后未检举

揭发他人，没有立功表现。但曾黄麟主动投

案系自首，在侦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

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投案后认罪态度

好，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可以从轻或减轻

处罚。

膝下4子女 七旬中江太婆

卖废品为生 追踪

村支书为儿办婚礼

弟弟借来悍马当婚车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几经打听，

得知举行婚礼的是武都镇北山村村支书

罗贵兵的儿子。有当地群众认为，村支书

为儿子大摆宴席，并用悍马接亲，可能有

违规的嫌疑。

对此，武都镇纪委书记许芝表示，半

个月前， 罗贵兵就儿子举行婚礼一事在

组织进行了备案。“因为是男女双方一

起，当时备案是30桌，我们也找罗贵兵谈

了话，要求其不能摆太多，也不能铺张浪

费。”许芝介绍，昨日上午，她和纪委工

作人员也专门到婚礼现场， 对宴席的桌

数进行了清点，确实只有30桌，且参加人

员均是亲朋好友。“悍马婚车是我弟弟

向他朋友借来的， 后来检查发现是车头

内的某根线路短路引起了自燃。 修理费

用可能是好几万。”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报料人：张先生

新闻背后

《妈妈

,

醒醒 你还要带我们回家过年》

15位好心人捐款17500元

代3个孩子向“无名氏”们道个谢

庭审花絮

大雾锁高速

差点耽误人生大事

成都商报讯（张鑫维 记者 汤小均）

昨日早上7时许，13辆贴着大红 “囍”字

的婚车， 准备从绵阳南收费站上成绵高

速，赶往成都举行婚礼。但是，由于受大

雾影响，高速关闭，13辆婚车只能排在高

速路口等候放行。然而，高速路可能在11

点后才能开通， 新郎新娘便不能按时到

达婚礼现场。就在新郎新娘无比着急时，

绵阳交警直属四大队民警了解情况后，

立即协调并规划线路， 让婚礼车队走国

道到什邡，然后上了成绵高速复线。昨日

12时许，新人及时赶到了成都举行婚礼。

15位捐赠者

12个无名氏

易国红感谢邻居的捐钱帮助，特别来到铺面上感谢

记者抓拍下两个女子的背影，她们声称帮好心人送钱

清洁工李大姐专程上门捐钱，劝慰受害者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