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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农村留守家庭的团聚、抢救伤员的急诊室、收养孤儿的儿童村……

中秋节，温暖的剪影

明年，中国台湾百货零售业巨头，新光

三越百货将在温江打造西南地区大规模的

单体百货店新光天地百货；今年下半年，珠

江Shopping� Mall计划开业，加上已经开业

的家乐福、永辉超市、伊藤洋华堂等，一个

全新商业中心在成都城西卫星城———温江

呈现。

按照建设“宜业宜居宜游的国际化卫

星城”目标，光华商圈规划打造全市目前

唯一一个拥有中央公园的商圈， 在商圈核

心区，秀丽的碧落湖、蜿蜒而过的江安河，

还有沿河绿廊，构筑如画美景。

本月， 光华商圈将会有自己的形象标

识（LOGO）及宣传口号，目前征集阶段已

经完成，共收到形象标识作品176件，宣传

口号500多条，通过专家评审后将于2014年

9月19日温江区2014年畅享生活汇开幕式

上正式对外公布。

光华商圈征集LOGO�

收到近200件作品

上个月，为进一步推介光华商圈形象，

提升光华商圈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打造宜

业宜居宜游的国际化卫星城， 温江区向社

会公开有奖征集光华商圈形象标识（LO-

GO）及宣传口号，截至8月31日24时征集

阶段结束，共收到176件作品。温江区邀请

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小林等艺术设

计专家及非专家评委组成评审组对光华商

圈形象标识（LOGO）进行评审，

光华商圈位于成都市温江区现代服务

业园区内， 分布在成都城西核心主干道光

华大道两侧， 并且以光华碧落湖公园为中

心，呈现带状分布的特点。光华商圈规划总

面积26平方公里，规划总人口50万人，绿地

面积800万平方米，以“高端化、集群化、国

际化”为方向，以发展现代商贸服务和楼

宇经济两大产业为主， 致力于建设成为中

国西部最美时尚购物天堂和西成都CBD。

据介绍， 商圈通过几年时间的积累已

初具规模， 伊藤洋华堂、 珠江Shopping�

Mall、天来国际广场、新光天地等数十个各

类业态、城市综合体项目、总部经济项目云

集于此，开发体量达百余万平方米；现已经

被确定为成都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百亿级核

心主力商圈和成都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

业核心聚集区。

好吃的“巴适得板”

快来给温江美食评选投票

“温江好吃的又巴适、又多。”这是许

多人对温江美食的印象，而现在，你不仅可

以对这些好吃的一网打尽，“好吃嘴们”还

可以通过网上投票、点评赢取美食代金券。

百年老卤酒楼、 公平红烧兔、 龙腾火

锅、天佑祥、舒肘子等温江各类美食一一呈

现———“2014温江畅享生活汇” 畅享美食

美味篇已经启动，市民在腾讯大成网“美

食频道”就可以找到活动主题页面，里面

有各美食店的介绍及联系方式， 你可以选

择喜爱的餐饮商家投票，还可以点击“我

要点评”，写下评语，最终将评选出点评出

色的45位点评人，每人获得价值200元的温

江餐饮美食代金券。

温江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

本次活动， 将达到提升本地特色餐饮美食

文化，宣传本地特色美食的目的，同时打造

温江本地美食品牌，使本地美食名片化。另

外， 也为温江餐饮娱乐行业协会成员打造

一个自我营销自我展示的平台， 通过大众

评比，推动成员单位自身产品质量、服务环

境、服务方式水平的提升。

温江作为餐饮服务业发展悠久的商务

休闲区域。 据不完全统计， 共有餐饮企业

1400余家，其中中餐类390余家，火锅类300

余家，小吃类340余家，粤菜、糕点类及其他

类300余家， 拥有自己的餐饮娱乐行业协

会。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 � � �中秋佳节日，处处见真情。在儿童村里，这里收养的100多名失去双亲的孤儿，组建了15个家庭，由15名

“专职妈妈”和4名阿姨共同抚养；在救命的急诊室里，“我们不过节，是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能继续团圆”；

在中年得子的夫妻眼里，9个月大婴儿不幸遇难， 捐献器官只为能让别人的生命延续， 让另一个家庭团聚

……共享着一轮明月，上演着人间温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满月”。

打造城西新商业中心

温江光华商圈LOGO本月亮相

温江美食评选活动火热拉开 网上投票有机会获美食代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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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的留守家庭，抢救伤员的急诊室，收养孤儿

的儿童村……当中秋佳节来临时， 在这些看似冰冷的角

落，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上演着一个个暖人故事。

“爸爸回家，手就不痛了”

中秋节， 眉山市慈航镇观音村72岁的

村民方成元起了个大早。 他将刚收割的稻

谷摊晒在院子里后，跑进厨房忙活起来。

“过去过节， 家家户户热闹得很。现

在， 年轻的都出去了， 过节越来越不讲究

了。”方成元说。

方成元的儿子方勇军长期在外务工，

一家人多年没在一起过中秋了。不久前，方

勇军在工地上不幸被割断一根手指， 暂时

回家养伤。

方勇军出意外那天，孩子们正放暑假。

6岁的小女儿方舒婷趁家人不注意偷跑出

去玩，姐姐方丹找了几个小时没有找到，拨

通了爸爸的电话。

也许是方丹这个电话， 让方勇军分了

心。虽然妹妹后来在邻居家找到了，但爸爸

工作时却发生了意外。

中秋节，爷爷奶奶准备了丰富的饭菜。

桌上摆放着10多块月饼， 两个女儿抓起月

饼，跑去送给爸爸、妈妈。

“真乖！爸爸回家，手就不痛了。”方勇

军轻轻抚摸着孩子的脸。

“要让孤儿，找到家的温暖”

中秋节，在成都市SOS儿童村，志愿

者张必荣和同事们正紧张地布置场地，

孩子们正认真地彩排节目。晚上，一场联

欢晚会将在这里举行。

儿童村收养了100多名失去双亲的

孤儿，组建了15个家庭，由15名“专职妈

妈”和4名阿姨共同抚养。

12岁的藏族女孩卓姆正加紧排练。

今晚，她不仅要担任主持人，还要用古筝

弹奏一首《浏阳河》，表达对“妈妈们”

的祝福。

这是卓姆入住儿童村的第六个中秋

节。她在“家”里排行老五，“哥哥姐姐”

有的已参加工作，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

妹”。平日里，她经常帮“妈妈”一起照顾

“弟弟妹妹”。

为活跃气氛， 张必荣和同事们还特

地为中秋联欢会设置6个游戏环节，增加

孩子和“妈妈”间的互动。

“他们都是孤儿 ，中秋节更要让

他们找到家的温暖。” 儿童村村长何

声说。

中秋节当天1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

急诊室里，一派忙碌的景象。

“快！把小孩子推过去，上呼吸机！”值

班医生唐时元正抢救一名刚送来的小孩：

一边安抚孩子的情绪，一边进行心肺复苏。

一个多小时后，孩子苏醒过来。

“没事了，放心吧。”唐时元转身告诉

孩子的父母，紧皱的眉头也随之舒展。

“救命”的急诊室，全年无休，医护人

员和死神争夺着患者的生命。

在这家我国西部地区的“知名医院”，

急诊室平时每天要收治500多名患者，节假

日更多，有时要收治700多人。因此，每逢节

假日，华西医院急诊科都要加强值班人手，

至少增加一组值班医生和护士。

工作8年来，唐时元几乎每个节假日都

在值班。他的父母在广安，一年回去探望一

次。今年中秋节，他只能抽空给父母打个电

话。

“爸妈都理解我们这个工作，我们不过

节， 是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能继续团圆。”唐

时元说，“每当成功抢救一名患者， 看到他

的家人脸上的笑容， 那就是急诊科医生最

大的幸福。”

据新华社

昨日上午11时许， 四川省人民医

院器官移植中心门外，42岁的左治英

拿着儿子良良的照片泣不成声。一旁，

47岁的丈夫吴明进眼眶发红， 不停用

手揉搓着刚刚拿到的死亡证明。

9月3日， 在新都大丰出租房大门

口， 年仅9个月的儿子良良车祸受伤，

抢救无效脑死亡。思考之下，两夫妻决

定捐献儿子遗体。

“我们的娃娃虽然走了，但能让别

人的生命延续，让另一个家庭团聚，也

是一种安慰。”随后，夫妻俩签下了器

官捐献志愿书，于8日成功进行了肝脏

移植， 救活了来自湖北的一名同岁男

孩。 在中秋佳节， 此事戳中众多网友

“泪点”。

据父亲吴明进介绍，9月3日早上8

时许，他刚刚交完房租，骑上电瓶车打

算出门。 他把9个月的良良放在背篼

里，再放在电瓶车的踏板处。还没来得

及出发， 一辆火三轮从大门处拐了进

来。“慢点慢点”，当时他着急地喊着，

但已经来不及了，“三轮车挂到了背

篼，把良良挂翻了，左边头着地。”

虽经省人民医院全力抢救， 但由

于车祸造成重度颅脑损伤，良良于7日

被确诊为脑死亡。而第二天，正是意寓

“阖家团圆”的中秋节。

“医生跟我说，捐出器官能让其他

孩子活下来。”7日上午，吴明进同意捐

出儿子良良的眼角膜、肝脏和肾脏。

当天下午， 一场器官移植手术展

开了———手术从下午3时一直进行到

第二天凌晨2时。

那名接受器官移植的小男孩患有

先天性胆道闭锁， 多次生命垂危。7日

上午，他的家人得知消息后，迅速从湖

北武汉飞到成都。

11个小时后， 手术成功了。“目前

孩子恢复良好，没有排斥反应。”医生

张宇说，由于不符合移植条件，良良的

肾脏不能捐献给他人， 但他的眼角膜

正等待进行另一场移植手术， 让其他

人重见光明。

“我们40多岁才要上他（孩子）。

刚学会走路，没想到就这样走了……”

妻子左治英忍不住哭了。

吴明进拍拍妻子的肩膀， 默默地

抹眼泪。“我们很难过， 但想到另一个

家庭因为我们孩子能够团圆， 心理也

要好受一点。”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综合新华社

9个月大婴儿脑死亡

捐器官戳中“中秋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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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良生前照

9

月

8

日，中秋佳节一轮明月挂在空中。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摄影

婴儿捐器官，戳中“中秋泪点”

抢救伤员的急诊室、 收养孤儿的儿童

村，一个个温暖的剪影感动着我们……

9个月大婴儿脑死亡

捐器官只为另一个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