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句求助就出诊 35年踏遍家乡

1979年，高在芳从卫校毕业，在医疗人

才极为抢手的那个年代， 她做出了一个让

很多人都不理解的抉择———留在仅有几间

破烂、简陋的民房，没有基础医疗设备的高

何镇公社医院。当时，像高何这样偏僻的山

区，医疗条件依然较差，就连妇女生产都成

了难题。于是，高在芳两次主动申请去双流

县第一人民医院进修学习。学成归来后，她

成了当时整个高何镇唯一的妇产科医生。

白天还好，对山区而言，夜间出诊是个

极大的挑战：没有灯光，山路崎岖，遇到下雨

更是“走一步滑三步”。但在村民的记忆中，

只要找到高医生， 无论什么时间和天气，她

总是有求必应。一次晚上11点过，高何镇高

兴村一名产妇大出血， 家人跑到医院求救。

高在芳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出了门。夜晚，

在泥泞的田坎上， 她用手电筒照着前进的

路，由于赶时间，高在芳小跑前行，不小心摔

倒了，双脚疼痛的她来不及处理伤口。幸好

医救及时，大人和小孩都无生命危险。

除了出诊，高在芳还经常带医护人员走

村串户为村民免费体检，主动为那些行动不

便的老人看病送药。“我和她共事十多年了，

感受最深的是她把病人当亲人，” 卫生院医

生骆泽刚告诉记者，高在芳经常自费为病员

提供吃、住，为经济有困难的病员捐款捐物。

地震救援中 带头救治上千人

去年4月20日，雅安芦山县龙门乡发生地

震，与震中一山之隔的高何镇受灾十分严重。

地震刚刚过去，随时可能发生余震，早上8时10

分，高在芳就立即召集全院职工，一边组织把

住院病员疏散到安全地带，一边调派救护车，

亲自带队迅速赶往灾情最为严重的靖口村和

高兴村查看人员伤亡情况，并到各个村巡查。

一连5天，已经年近六十的高在芳从医

院到各安置点，马不停蹄地来回奔波，最后

声音都已嘶哑。地震中，卫生院一共救治了

受灾群众近2000人。

建设镇卫生院 推动民生工程

因为高在芳有着精湛的医技和良好的

医德， 邛崃市妇幼保健院曾两次请她到该

院工作。但因为放不下本地的乡亲，她两次

婉拒，留在了山区，“这里空气好，我舍不得

走”，高在芳笑着告诉记者。

自从2005年高在芳担任高何镇卫生院

院长后，这期间，医院实行了单病种限价收

费， 完成了标准化建设和医院绿化建设，还

自行购置了一系列先进医疗设备，这些对于

大城市的医院来讲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山

区来说，给当地带来的却是生活条件质的变

化。如今，这个镇级卫生院医疗服务范围已

辐射邛崃、芦山、名山三地的20多个乡镇，医

院医技人员占到了职工总数的90%。

高在芳还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邛崃市

人大代表。在医疗工作之外，她还尽心为老

百姓排忧解难，经常走基层出诊的她，常在

与病员和家属的聊天中， 把了解到的群众

关心热点、 难点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协

调，在农村电网的改造、场镇天然气安装等

民生工程推动中，也可见她的身影。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图由成都市文明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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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家贼难防”，成都高新区的李女

士做梦也没想到， 自家包括齐白石真迹在内

的几十件名贵藏品，被女儿男友刘某盗走。经

过权威部门鉴定， 两幅齐白石真迹鉴定价值

100万元，加上其他藏品，总价值共有169万多

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日前，高新法院对刘

某及同伙判处重刑。

烦恼 女友要他限期买车

今年23岁的刘某与胡某相识一段时间

后开始耍朋友。 两人交往一年多后， 刘某

时常到胡某位于高新区的家中做客， 刘某

得知了胡家收藏有大量的名贵字画、 摆件

等藏品。

由于胡某母亲李女士反对两人交往，胡

某也感受到了家庭的压力，于是与刘某商量，

要求刘某限期买车，否则分手。刘某因处于缓

刑执行期间，也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只能求助

自己的父母。不料，刘家父母认为，刘某无自

食其力的能力就不同意给他买车。

馊主意 伙同狱友盗女友家藏品

见最后期限临近，买车无望的刘某，打起

了女友家那些藏品的主意。

去年7月，刘某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狱友

张某，与同样有着盗窃前科的张某一拍即合。

得知女友母亲李女士将去重庆办事， 刘某便

自告奋勇，要求同女朋友一起看家，并拿到了

胡家的钥匙和门禁卡。随后，刘某将钥匙和门

禁卡交给了张某。

一切就绪后，刘某骗胡某，称趁其母亲不

在成都时，两人一同出去游玩。胡某同意了刘

某的提议，两人前往西岭雪山景区旅游。与此

同时，张某开始下手了。他租了一辆“野的”，

拿着胡某家的钥匙和门禁卡径直去了胡家，

先搬走了4张小叶紫檀椅子、名贵字画、黄金

摆件、象牙等值钱物品，然后返回家中搬走了

紫砂壶、沉香、洋酒、雪茄等物品。

张某先将物品搬到了自己家中。 其母亲

追问物品来历，张某谎称是朋友寄存于此的，

并与刘某协商后，专门租了一间房屋，藏匿这

些物品。

胡某母亲李女士回成都后发现被盗，遂

向警方报案。经查询，监控系统锁定张某，并

于同年9月先后将两人抓获。

张某使用了部分烟酒、沉香，刘某变卖了

洋酒、金帆船、黄金摆件等物品，获利11万元，

并且将这些钱用于耍朋友的消费中。 而大量

的名贵字画 （包括两幅价值100万元的齐白

石字画） 和家具因没有合适渠道未能销售。

目前，大部分被盗财物已被追回，并发还给被

害人李女士。

偷女友家齐白石真迹 男子获刑超十年

女友不堪家庭压力，要男友限期买车 男子求助父母无果，伙同他人盗女友家上百万藏品

高新法检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前日下午，3个小伙李云（化名）、 张强

（化名） 和不会游泳的小封到龙泉罗家湾水

库游泳。李云说，他和张强往中间游，小封抱

着买来的橡胶球， 在离岸四五米的地方学游

泳。随后，小封双手打滑，开始往下沉。两人试

图伸手去拉，但小封拼命挣扎，施救无果。小

封的叔叔称，22岁的小封是宜宾人。 前晚，水

库沿路摆着祈福的蜡烛，民警称，是溺水者的

朋友点起的。 龙泉驿区国营水库管理站副站

长赵湘泉表示，水库设置了警示牌。前日，三

批消防队员连续打捞6个半小时，而昨日截至

下午4时许，打捞仍没有进展。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李惠 安利平 报料人：肖先生

定罪量刑核心依据

侦查中， 公安机关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

构对包括齐白石字画、象牙、小叶紫檀家具等

名贵物品进行了鉴定， 其中被鉴定的30多件

物品均系真品， 其鉴定价值为169.97万元，其

中包括两件价值100万元的齐白石扇面字、画

和价值30万元的小叶紫檀家具。

齐白石真迹的价值成为本案定罪量刑的

核心依据之一， 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犯罪情

节。对此，办案检察官表示，按办案流程，首先

申请由有资质的文物鉴定机构对该字画的真

伪进行了鉴定，同时提供一个市场参考价。然

后交由价格认证中心，综合评估后进行定价。

“价格认证中心通过实物本身，综合市场价格

和专家意见给出了鉴定意见。”办案检察官表

示，本案中，两幅齐白石字画被鉴定为真迹，

鉴定价值为100万元。

百万齐白石真迹如何鉴定

髴文物鉴定机构

鉴定字画真伪，提供市场参考价；

髵价格认证中心

通过实物本身， 综合市场价格和

专家意见后定价

最新消息

抱橡胶球下水

22岁小伙溺水失踪

连挖三天三夜

和战友救出45个孩子

2008年“5·12”地震后不到1小时，刘亚光

和他的战友就赶到了都江堰新建小学废墟，这

是他们的第一个救援现场。 救援持续到深夜，

雨越下越大，身上厚重的橙色消防外套全部湿

透， 刘亚光觉得自己仿佛置身高压水枪之下。

由于现场无法使用大型破拆工具，消防员们只

能在废墟上用肩扛、用手刨，十多个小时的连

续刨挖，手套磨烂了，手指被钢筋划出血了，跪

在废墟里疯狂刨挖的刘亚光浑然不觉。“刨的

时候根本感觉不到痛， 战友提醒我流血了，我

根本没往心里去。”

刘亚光到现在还清楚记得，那个他们救了

16个小时的女孩，“从头到尾我们一直挖她，

她一直在给我们笑容。” 为了不让女孩昏迷，

刘亚光不停和她说话， 还叫战友拿来头盔，给

女孩戴上，免得被落石砸到。13日凌晨，小女孩

成功获救，在那一瞬，连续救援了一天一夜的

刘亚光“感觉浑身充满力量，还能接着干，根

本感觉不到累！”三天三夜，在救援的黄金72

小时内，刘亚光和战友们不停地与“死神”争

夺，救出了45个孩子。

消防蛙人“第一”

涉险强渡搭“生命线”

刘亚光入伍16年，参加灭火、抢险、救援战

斗达5000多次，被他从高空、水下、废墟中救出

的群众达500多人。2002年，他被选拔为国内第

一批消防蛙人，12年来进行潜水救援上千次、

打捞救援500多人，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超越。目

前，他还是西南地区消防部队唯一国际一星级

潜水教练员。

2010年8月14日， 一场特大洪水泥石流袭

击了映秀，一处小区被湍急的河水包围，一幢

建筑楼顶有人拼命呼救。水流太急，冲锋舟无

法靠近，要转移他们就必须先在水面上搭起绳

桥，水性最好的刘亚光将绳子绑在腰上，一个

猛子扎进水中，激流裹挟住刘亚光，急速冲向

下游，“当时心里很清楚，如果游速不够，抓不

住对岸的楼房栏杆的话，被冲走肯定是必死无

疑，”刘亚光凭借超强的水性与激流奋力搏斗，

终于成功强渡上岸，建立起一条“生命线”。死

里逃生的他也没有休息，让在屋顶上避难的被

困群众踩着他的肩膀下来， 抱着小孩背着老

人，抓紧安全绳，把他们一一送到安全地点。

道德力量·成都榜样

第三届成都市

道德模范候选人

敬业奉献

刘亚光 成都消防特勤

三中队代理排长

高在芳 邛崃市高何

镇卫生院院长

“最美消防员”16年救援5000多次

去年6月，在央视第一频道举办的“寻找最

美消防员”评选中，刘亚光作为全国10位获奖

的消防员之一，第一个走上舞台领奖。为他颁

奖的嘉宾是一个很久没见的 “老熟人”———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从废墟中抱出的小男孩

许中政。身后的大屏幕上，播放着45个孩子的

照片，他们全都是刘亚光和战友从学校的废墟

中救出来的，大家齐声说：“刘亚光叔叔，我们

爱你！”这个憨厚的安徽汉子一下子热泪盈眶。

昨天，记者从特勤三中队获悉，刘亚光目前

正在住院。因为多年前一次救援受伤，他的锁骨

内一直打着钢板固定，最近做了手术取出钢板。

在获知自己继当选全国十大 “最美消防员”、

“成都好人”等后，又于近日成为第三届成都市

道德模范候选人时，刘亚光显得有些羞涩，“感

谢全社会给我这个普通战士的厚爱， 这些都是

我的本职工作，还有很多战友比我更努力。”

入伍将满16年、如今已是四级士官的刘亚

光，最近正在面临是否退伍的抉择。刘亚光说，

自从自己16岁入伍， 一直干的都是消防员，除

了救人，自己什么也不会，如果可以，他希望能

在消防队伍一直干下去，“不过无论将来干什

么，我都会拿一个消防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做好每一项工作。”

坚守一线

救援生命

刘亚光

人物动态

两拒市区医院邀请

扎根山区的女医生

有这样一位女医生，她扎根在邛崃西部边远山区的高何镇

卫生院，已经整整35年了。在上世纪80年代，她是附近几个镇

上唯一的妇产科医生，曾不论白天黑夜，翻山越岭到百姓家中

出诊、接生数百次，随叫随到。去年芦山地震期间，她所在的乡

镇卫生院先后接诊近2000名地震伤员， 成为当地老百姓最信

赖的庇护所。

她就是邛崃市高何镇卫生院院长高在芳，她曾获得“成

都市劳动模范”、“邛崃市先进人大代表”等荣誉，并于近日

成为第三届成都市道德模范候选人。

▲

成都近千公里公路

将新设路侧护栏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昨日，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第二阶段）工

作电视电话会召开，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从4月1日起，货车“双超”治理要向源头

整治和国省干道延伸， 对载货货车逢车

必检。今年成都市国、省、县、乡公路需新

设置路侧护栏约914公里， 力争于9月底

前完成。

对于农村道路交通管理， 会上透

露，特别要加大对面包车贴反光膜、核

载提示牌两项工作的检查力度。 针对

农村道路上的低速货车、面包车、摩托

车、拖拉机违法载人和无证驾驶、无牌

无证上路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

特点、规律，不定期地组织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

记者还了解到，5月底前， 全市范围

将积极启用重点机动车及驾驶人管理信

息共享平台， 今后从事客货运输的驾驶

员一旦发生酒后驾驶、 超速、 超载等行

为，就可以在系统上生成不良记录，继而

上榜“黑名单”。

敲诈勒索罪四川标准出台

“数额较大”定为3000元

成都商报讯 （省高院 记者 王英

占）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四川省高

院、省检察院日前下发了《关于我省敲

诈勒索罪具体数额执行标准的通知》。

该通知规定新的四川地方标准将“数额

较大”比2000年实施的旧地方标准提高

了1000元，定为3000元。

根据新司法解释规定， 敲诈勒索

“数额较大”起点标准最低为2000元。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 四川敲诈勒索罪

“数额较大” 具体数额执行标准确定为

“3000元”较为合适。因四川敲诈勒索数

额标准上调而不入罪的敲诈勒索罪案件

数约占敲诈勒索案件数的8%（约105

件）。与此同时，“数额巨大”标准由“2

万元” 上调至“5万元”、“数额特别巨

大”标准确定为“35万元”。

制图 余进

昨日，消防出动橡皮艇和蛙人搜寻溺水者 摄影记者 王效

救援受伤打钢板 手术取出正在住院

入伍16年，参加抢险

救援战斗5000多次；“5·

12”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

后， 他同战友们从废墟中

救出45人；2010年8月映

秀泥石流救援， 他携带安

全绳强渡湍急的洪水，为

被困在屋顶上的几十名群

众搭出生命线……在第三

届成都市道德模范评选

中， 成都消防特勤三中队

代理排长刘亚光成为“敬

业奉献”类候选人。

山区白衣天使

守护百姓健康

高在芳

▲

被盗后追回的齐白石真迹

周茂梅 摄

高在芳给孩子看病

刘亚光抱着在映秀泥石流灾害中被自己救起的小佩橘

两人各获刑十余年

4月14日，高新区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

当庭宣判。 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刘某伙同张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

窃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

罪。本案判处刘某有期徒

刑十二年六个月，由于刘

某还在缓刑期间，法院撤

销对刘某之前判处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

判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同时

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四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四万元。

并不高明的

盗窃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