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托车小伙石茂兵：

老人四儿子唐真友：

态度

摩托车被暂扣，石茂兵喊来好友龙清

接他回家拿保单，路上和货车相撞，龙清

送医途中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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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家

交警到达现场后，记下石茂兵身份证号码

和电话号码，然后要求他骑车先到前面的路口

处等着。 在这里， 石茂兵等了一个多小时。此

时，时间已过了11点。

此后，石茂兵接到交警电话，要求他骑车

到泸州交警四大队一中队。 到了交警队后，交

警让石茂兵上交了摩托车钥匙， 并告诉石茂

兵，“下午上班前， 将行驶证和保单一并提

交。”当日，石茂兵随身只携带了驾驶证。

今年农历2月， 石茂兵才购买了这辆摩托

车，行驶证还在纳溪车管所。随后，石茂兵拨打

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了正在泸州一家修理厂

上班的王伟， 要求对方先到纳溪帮自己取证，

并送回上马。另一个电话则打给了龙清，要求

对方骑摩托车过来接自己，“回家拿保单！”

龙清、王伟和陈小波，是石茂兵最为看重

的三位朋友。 这在石茂兵行事过程中也能看

出。事情发生后，石茂兵最先向朋友求助。19岁

的龙清，比石茂兵小一岁。两家之间，步行也只

需10多分钟。二人自小认识，特别是一起在合

面中学读书期间，两人大多一路同行。

在交警队接上石茂兵后，两人一路驶向合

面镇大石村。中午12点05分，在一条被当地命

名为沙合公路的乡村公路拐弯处，摩托车和一

辆货车相撞。石茂兵被撞飞，龙清脑浆迸裂。石

茂兵回忆，车祸发生后，自己脑海空白了约一

两分钟， 随即掏出手机拨打110、120，“后来我

查看了一下。拨号时间为12:07。”

一位名叫孔德文的大石村村民途经此处

时，看到了当时已呆若木鸡的石茂兵。简单问

了情况后，孔德文说：“你爸爸知道不？”随后，

孔德文拨打了石茂兵父亲石学银的电话。直到

此时，石学银、伍联珍夫妇才开始逐渐了解到，

26日当天，儿子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石茂兵第三位求助的好友，是陈小波。陈

小波有一辆私家车。120带走重伤的龙清后，陈

小波将石茂兵带到附近的顺安医院检查。顺

安医院内，送行驶证的王伟也和他们会合，并

带来了一个极坏的消息：送医途中，龙清已经

死亡。

“一下子，我就感觉身上的力气没了。整

个人都瘫了！”石茂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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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撞没撞 他去扶，都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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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独家报道了泸州纳溪区一

老人摔倒后， 为探究摩托车小伙撞人还是扶

人，家属决定将已经入土9天的老人开棺验尸。

报道刊发后，被网易、腾讯等各大网站疯狂转

载。其中，腾讯大成网一度将新闻置顶关注，网

友评论超过2000条。昨晚，成都商报记者从纳

溪区公安分局获悉，“尸检报告结果，目前还没

出来。”对于何时结果可能出炉，泸州交警四大

队大队长夏庆则表示，目前确实无法预期。

由于事件的曲折和极富争议， 开棺验尸

一事，也成为昨日网络焦点。70多家新闻网站

转载了本报报道，引发网友热议。

面对老人摔倒， 敢不敢搀扶仍是网友们

关注的焦点。其中，网友“熊娟”感慨：“想扶，

而不敢扶，是扶不起，有可能会扶得倾家荡产

啊！”网友“聊出感情不管”也表示：“不是不

想扶啊！实在是扶不起！”

不过，有网友表示，真相未明之前，不应

忙着先表态。其中，网友“压力锅”表示：“我

们需要的是真相， 更需要的是良心道德和理

智。唐家兄弟也不能一味地指责。唐家算不上

敲诈， 只是后来大家在一起分析的时候有一

些疑点罢了。”

时评人杨晓莉则专门撰文：“目前， 真相

还未出炉，撞没撞也不敢断定。但不管小伙撞

没撞人，能够在今天将摔倒老人扶起来，都是

好样的。如果老人确实是石茂兵撞到，石茂兵

完全有机会一跑了之。他把生命视为第一位，

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老人进行了施救， 体现了

当代青年应该有的敢作敢当、 勇于承担的精

神品质。如果老人不是被石茂兵撞到，石茂兵

冒着被讹诈的危险，将老人扶起来，这不是我

们社会一直倡导的见义勇为的行为吗？ 正如

春晚所说，他扶起的是人心，小伙石茂兵的善

举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还原真相，是最好

的选择。”

老伴任学成记得，26日早上8点过，唐安云

离开家去赶场。此时，在纳溪上马镇刘氏家电

上班的石茂兵，准备骑摩托车到一个叫做唐凹

的地方拿一柄电锤，中途要经过银山街。

当天， 唐安云计划前去信用社取一笔定期

款。 四儿子唐真友驾驶摩托车， 他坐在中间位

置，背后是另外一位村民刘贤才。办完事后，唐

真友在场镇上下棋，唐安云则找了个地方喝茶。

此前，唐安云和石茂兵并不相识。他们二

人的命运，当日上午10时，在银山街发生了交

集。当时，唐安云已计划回家，来到儿子下棋的

地方后，他喊了一声：“唐四，回家了。”唐真友

出来后，朝着父亲相反的方向走去，他的摩托

车放在那里。

石茂兵当时则已取回电锤， 在银山街附

近，有人叫住石茂兵，让他等下去帮忙调试家

里的锅盖电视接收器。 石茂兵刹了一脚车，并

和对方短暂交流。此后，石茂兵再次发动摩托

前往刘氏家电。他要去拿工具箱。

等到石茂兵再次启动摩托车，快到银山街

街口时，咚，老人倒地。撞人还是扶人的争议随

即发生。第二天，石茂兵才从交警处知道，老人

事发当晚10时许已经过世，“那时，我心里才对

这个事感到担心，害怕把责任全部推给我。”

石茂兵没料到，这远非事情的结束，仅仅

只是一个开始。

恪守承诺

宁波企业灾区送资助款

成都商报讯（记者 顾爱刚）

“4·20”

芦山特大地震发生后，成都商报、雅安日

报推出“爱心大联动”后，宁波乐歌视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项乐

宏承诺，将对灾区的7名家庭困难的孩子

进行资助，每人每年一万。近日，项乐宏

安排公司相关负责人亲赴灾区，看望这7

名孩子，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

送来第二年的资助款。

地震中， 家住雅安市宝兴县中坝乡

建联村1组的12岁女孩林宇凤和父亲被

埋。宇凤右脚小腿骨折移位，父亲林敏内

脏受损、尾椎骨骨折。弟弟林宇龙当时幸

运躲过垮塌的墙体，只受了一点皮外伤。

他们的母亲苟大蓉当天早上骑车出去打

工，也幸免于难。项乐宏通过成都商报找

到了林宇凤， 当场承诺资助林宇凤姐弟

读书直到大学。

昨日上午，几经周折，受项乐宏安排

的企划副经理吴碧波等人来到了林宇凤

姐弟所在的学校。 看到资助自己的叔叔

阿姨站在眼前， 姐弟俩十分激动又有一

些腼腆，“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一定会

好好学习，以优异成绩来回报你们。”当

吴碧波把第二年的2万元交给林宇凤的

爸爸林敏时， 这个朴实的汉子禁不住眼

眶含泪，不停地说着“感谢”。

据吴碧波介绍， 该公司共资助了雅

安市雨城区、芦山县、宝兴县的7名家庭

经济较为困难的孩子， 此次专门到灾区

孩子的家中和学校，了解他们的学习、生

活情况等，希望给他们更多鼓励，公司也

将恪守承诺，每年按时兑现资助款，直至

他们大学毕业。

昨日下午4时许，达州市大竹县周家

镇高峰寨村，全村人眼含泪水，自发前来

送别小女孩李微微。22日下午5时许，李

微微和同伴们在河沟边捡田螺时， 一名

同伴落水， 李微微随即将弟弟事先脱在

岸边的衣服抛到河沟内， 自己拽着另一

头，想救起同伴。不料，因脚下踩滑，李微

微落入水中，不幸溺亡。

李微微今年不到8岁，就读于高峰寨

村小学二年级。离她家不远处，有一条小

河沟，其中一段由于河道较窄，形成了一

个面积超过10平方的水潭，有一米多深，

最深处能淹到成年人的脖子处， 两边则

较浅。当天下午，李微微和同班同学李祥

慧、 弟弟李祥坤以及同院子的小伙伴李

世福来到小河沟边，一起捡田螺。

玩耍中，由于河边湿滑、地形倾斜，9

岁的李世福不小心掉落入水。 离他最近

的李微微见状，很是着急，但水潭四周没

有可以用来救人的竹竿等物，情急之下，

聪明的李微微随即捡起弟弟李祥坤脱下

的衣服，将衣服的一头抛进河沟内，另一

头自己拽在手中。

“快抓到衣服！”李微微大声呼喊。

此时， 李世福在水中挣扎， 不停地被呛

水， 由于人小衣服小， 短短一米多的距

离， 他始终未能抓住衣服。 焦急的李微

微，为了能离李世福更近一点，倾斜着身

子，尽可能缩短距离。不料，她也脚下打

滑落水。7岁的李祥坤， 急忙伸手去拉姐

姐，但他也脚底打滑，落入水中。眼疾手

快的李祥慧，一把抓住了李祥坤的手，将

其拉上岸。

这时，李世福离岸边越来越近，而李

微微则越来越远。 岸上的两名小伙伴将

李世福拉上了岸，随即大声呼救，引来了

远处犁田的村民组长袁景坤， 他跳到齐

腰深的河水里，把李微微救上岸并急救，

同时拨打电话报警。但是，李微微因溺水

时间过长，已无生命体征。

李微微的父母已离婚，她还有一个

姐姐，姐弟三人都由奶奶照顾。李微微

溺亡后，照顾她生活的陈婆婆哭红了双

眼，连续两晚睡不着觉。“微微这个娃娃

很听话，平时嘴巴也很甜，前两天下雨

我出去做农活，她还跟我说奶奶小心点

莫打滑摔倒哦，哪晓得现在却白发人送

黑发人。”

在贵阳打工的李微微父母， 接到噩

耗后于23日下午赶回家中。 看着可爱女

儿的遗体， 失声痛哭。“我们不怪李世

福，都是孩子，经常一起耍，大家都不愿

意发生这样的意外。”昨日，李微微的母

亲陈琼哭着说，“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

的，不怪他们，也不会喊他们赔偿。”

昨日下午， 当地政府领导来到李微

微家中， 将募捐到的善款交到了李微微

父母手中， 同时为几个小孩子带去了新

书包、新文具，已经确认李微微救人的行

为，目前已经上报申请见义勇为。

刘达建 陈国岳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实习记者 周子铭

石茂兵的母亲伍联珍有冠心病，做

不了重活。去年3月，父亲石学银帮村民

石德全盖房子， 从几米高梁上掉了下

来，花了八千多元医疗费，迄今双臂仍

使不上劲。

夫妇俩坚称， 儿子肯定是做好事，

“由于相信儿子是做好事，事发后，我们

从未埋怨过他！”伍珍联说。

在刘氏家电，石茂兵其实只上了不

足一个月的班。前段时间，伍联珍冠心

病发作，住进医院。老板刘朝彬提前给

石茂兵支付了一个月工资， 一共1600

元。其中，石茂兵交了800元给妈妈，交

了200元给父亲石学银， 另外还给了爷

爷石子均100元。 今年已89岁的爷爷是

石茂兵最惦记的亲人。

在这之前，石茂兵最大的梦想，就是

将家里的土坯房翻新。 石茂兵家的老屋

还是1978年爷爷石子均手里修的了，

“翻新房子，才会被女孩看起，才有可能

找到对象。”石茂兵说。不过，事情发生

后， 大多数时候石茂兵选择倒头大睡。

“人也沉默寡言。”母亲伍联珍说。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摄影报道

还原石茂兵“倒霉”一天

好友载他回家，路遇车祸身亡，“我整个人都瘫了”

第二天得知老人去世，“我才开始担心，把责任全推给我”

4个儿子，3个在外打工， 在71岁的

任学成心里，73岁的老伴唐安云是自己

最可靠的依赖。

23日下午2点， 吃午饭的时间早已

过去，但任学成家里还冷锅冷灶，她说，

老伴走后，自己甚至连做饭的心情都没

有了，“我们虽然上了年纪， 但仍种了

几亩庄稼。平时，都是唐安云打理地里

的活儿。现在老唐走了，我咋办？”

担心任学成一人在家孤单，她的一

名嫂子专门过来陪护她。两个老人谈着

谈着，一不小心又会讲到唐安云。

唐安云的墓， 就在他家的房屋一

侧，相距不足20米。坐在院坝中，一抬

头，任学成就能看到老伴的坟。

昨日上午，龙兴全终于勉强打起精神，

前去自家地里栽种水稻。刚到地里，就有邻

居来告诉他：“龙清妈妈又在家里放声大

哭。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时至今日， 龙清的母亲仍未从丧子之

痛中走出来。龙清的骨灰盒和灵位，还放在

家中堂屋里。照片中的龙清，个子不高，眉

清目秀。儿子最后一次离开家的场景，仍不

断在她脑海中反复播映，“中午饭都做好

了。但一接到石茂兵的电话，饭都顾不上，

他就发动摩托车走了！”

一想到儿子，龙清的母亲就会痛哭。然

而，面对哭泣的妻子，龙兴全却不知道说什

么。能够给夫妻俩稍稍带来安慰的，是龙清

还有一个妹妹，现在正在念小学。

本报报道被网易、凤凰网等70多家网站转载

撞人还是扶人？开棺验尸

新京报、新闻晨报、南方日报等微博转发

仅在腾讯大成网，网友评论超过2000条———

第一次交集

唐安云 石茂兵 上午10时许

� � � �

骑着摩托车的石茂兵刚经过， 老人

“咚”地摔倒在地，他上前去扶。撞人还是

扶人的争议随即发生

第二次交集

龙清 石茂兵 中午12:05

唐安云、龙清以及石茂兵的家，都在小山村。其中，石茂兵、唐安云的家，都是村里少有的土坯房。龙清的家，虽是砖房，但刚盖

没多久，欠的债还没有偿清。

三家

连串悲剧

石

茂

兵

家

龙

清

家

3月26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石茂兵、唐安云、龙清，三个人的命运在这一天发生了交集。

事件的吊诡之处在于，一切全无征兆，但却环环相扣。毫厘不差。

“我或许是史上最悲情的搀扶老人的人！”石茂兵说，“这真

的可能就是命运！”

一天

两条人命

抛开扶人还是撞人的争议，背后是三个家庭的连串悲剧。

抛衣服救同伴

7岁女孩不幸溺亡

71岁的老伴心里

他是最可靠的依赖

只要一想到儿子

她就会放声大哭

最大的梦想：

翻新土坯房，才会被女孩看起

弟弟李祥坤抱着姐姐生前的书包，很是伤心

龙清

石茂兵家的土坯房

石茂兵

任学成展示老伴的遗照，背后是他们家的土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