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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垃圾短信维权 追踪

成都大轰炸受害者

下周赴日做法庭陈述

14日晚，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内，已故

成都文化名人车辐的女儿车蓉、 成都大

轰炸亲历者廖世华， 向大学生讲述日本

侵略者对成都轰炸的那段历史。 车蓉表

示，本月22日，她和另外两名受害者，将

站在东京地方法院， 对七十多年前发生

的“成都大轰炸”进行控诉。据成都商报

记者了解， 这将是自2004年来成都大轰

炸受害者正式向日本提起索赔诉讼以来

的第30次开庭， 也是明年春天一审判决

下来之前，受害者最后一次做法庭陈述。

车蓉告诉记者，成都大轰炸时，她家

位于盐市口西东大街25号（今上东大街

176号）， 当时家里面有她的奶奶车江

氏、父亲车辐、母亲毛碧梧、大姐车玲、二

姐车进， 全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家

中占地6000平方米百年老旅馆。1939年6

月11日下午7点左右，日机在盐市口投下

大量炸弹， 虽然车家人因到郊县躲避没

有伤亡，但是车家的老旅馆毁于一旦，车

家也失去了最主要的经历来源， 由富足

变为拮据。“虽然我是在那次轰炸结束

三年后才出生，但是自从我记事起，家人

就经常给我讲起此事， 我们家也因那次

轰炸发生巨变，父亲常告诫我们，这个国

仇家恨不能忘！就算我老了，我也要让后

人把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直到胜诉。”

成都大轰炸对日索赔团受害者中方

公益代理律师徐斌告诉记者，除了车蓉，

此次前往东京的还有一名来自重庆的受

害者和一名来自乐山的受害者，“之前

庭审中，被告（日本政府）的代理律师没

有提问题，这一次，原告和被告双方将进

行辩论。”

成都商报记者 周恒

对于来自重庆的凌先生来说， 昨日

是黑暗的一天。带着老婆孩子来到成都，

本来是希望去爬爬青城山，没想到，青城

山没到，却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

昨日一早， 凌先生一家三口乘坐大

巴车， 在导游的陪同下前往都江堰市开

始了一天行程。但没想到的是，在从都江

堰前往青城山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起严

重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时大概是中

午1点左右。”由于凌先生当时坐在大巴

车前部靠过道的位置， 对于翻车前发生

的情况，他看得比较清楚，“当时我们坐

的大巴正准备超车，但迎面有车过来，马

路中间还有一个老人带着孩子正准备过

马路，司机急忙把方向盘扯了回来，随后

车辆就开始左摇右晃，直到翻车。”

一位姓邓的女士同意凌先生的部分

说法，“当时导游正在给我们讲等到了

青城山以后应该怎么上山。 车子就突然

开始晃起来了，起码有1分多钟，一直在

走‘Z’字形。”邓女士说，过了没多久，

就感觉天旋地转，“等我脸都触到地上

了，我才反应过来是车翻了。”

昨日事故后，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主

任医师练世刚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该院

共收治了26名伤员，其中3人重伤，目前

所有伤者均保持生命体征平稳。

与此同时， 当地交警部门第一时间

赶到了事故现场， 参与现场调查及事故

善后等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从当地警方

了解到， 涉事的大巴车司机正在接受警

方调查，事故原因及责任等有待明确。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施斌

百名名师进社区第二站将于本周六开

讲，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校长康永邦将走

进桃蹊路街道桃源社区； 金苹果公学语文特

级教师夏虹将走进桂溪街道和平社区， 两位

名师将同大家分享自己数十年来的教学心得

和教育经验。

家长：办一百场要听一百场

昨日上午9点，商报热线、手机客户端两

大报名平台一开通， 就迎来了热情家长们的

积极报名抢票，截至昨日17时，仅8个小时就

有超过百名家长踊跃报名。

丁女士的孩子正读小学二年级， 昨日上

午， 她第一个拨通了成都商报的讲座报名热

线， 抢到了康永邦校长讲座的第一个名额。

“太好了，这次终于先下手为强了”，丁女士

称， 成都商报首次名师进社区的讲座自己就

因为慢了一步而没能抢到票， 所以一看到报

纸上的信息，就第一时间打通了电话。丁女士

称， 每一场讲座自己都会挤出时间来听，“办

一百场就要听一百场”。而她最为焦虑的是娃

娃很难自主独立地去学习， 希望能在现场跟

康校长请教。

袁瑛女士则比较担心娃娃的身体健康，

“儿子才上三年级， 已经带175度的近视眼镜

了”。家住郫县的她将赶近两个小时的车到桃

源社区听讲座，她仍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希

望面对面请教名师怎样合理安排孩子的作

息，协调运动与学习的时间。

吕芳宁女士更是“未雨绸缪”派，她的女

儿才3岁，刚进入幼儿园。但她迫不及待地想

要修炼自己，报名将去听夏虹老师的讲座，想

要学习如何“陪伴”和“守望”孩子。

社区：机会难得 请勿错过

被确定为百名名师进社区的讲座地点之

后， 桃蹊路街道桃源社区的书记艾素清笑得

合不拢嘴。她称，名校长走进桃源社区开讲，

不光她自己，社区上上下下都觉得十分骄傲。

她介绍，桃源社区一带有三四所小学，社区中

的学生家庭占了很大比例， 所以家长们对于

教育类的讲座有着很大需求。“尤其是康永

邦，社区里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位校长”，艾书

记称，康校长在成都教育界很有名气，许多家

长都知道他，所以这场讲座对于家长们而言，

“确实是个大好机会”。

高新区桂溪街道和平社区的党总支副书

记胡艳也正在忙前忙后准备，她告诉记者，整

个和平社区共有约1.5万居民， 社区涵盖三个

幼儿园以及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 所以社

区中的家长以及关注教育的居民占了很大部

分。“我们平日里最期待的就是这类讲座”，

胡书记称， 为了广泛通知社区居民们踊跃报

名，还特意想办法广而告之。他们在社区中张

贴了告示通知了夏虹老师的这场讲座， 还在

居民QQ群中也进行了通知，“这是难得的机

会，希望家长能把握。”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你看看我的手机，200多条垃圾短

信，手机都被塞满了。”昨日，早已等候在

小区门口的邓先生远远看到陈小虎律师，

就向他抱怨起来。

邓先生一边翻着手机， 一边气愤地

说：“今天是买房子的， 明天就是办理信

用卡的……我天天删，手机里还是有这么

多条。”昨日早上，邓先生翻看成都商报，

看到有律师团站出来替消费者维权，自己

正觉得“大快人心”时，手机又响了，打开

一看：“市中心、 好市场， 只需10余万

……”

邓先生说，这下可把他惹恼了，随后

拨打了成都商报的热线。“我以前做建筑

生意，与客户往来比较多，短信也不敢不

看，有时候是开车、打麻将，垃圾短信真是

让人不胜其烦。”

邓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今年56

岁，算是已经退休了，以前没时间来“较

个真”，现在有这个机会，他一定要抓住。

随后，邓先生签订了授权委托书，让律师

帮他维权，并请求对方书面赔礼道歉和象

征性赔偿1元。

昨日，有67人通过成都商报“反垃圾

短信”征集平台吐槽自己被垃圾短信骚扰

的经历，还有市民将自己的个案委托“反

垃圾短信公益律师团”帮忙维权。

张女士曾在四川一家通讯公司上班，

现在是一名家庭主妇。“我基本上每天都

能收到垃圾短信，有骗钱的、促销的、卖房

卖车的、 甚至还有提供特殊服务的。”后

来，张女士下载了拦截软件，有时一天就能

拦截六七条，但还会有些“漏网之鱼”时不

时骚扰。有时还会收到一些垃圾彩信，恐怕

是病毒，都直接删了。之前张女士睡觉不关

机， 有时候夜里两三点也有垃圾短信发过

来，午休时，也会被吵醒，现在辞职了，晚上

关机才能入睡。

昨日一大早， 成都一家旅行社的计调

员熊先生拨打了成都商报热线， 他说最近

收到了多条催收房租的垃圾短信， 看起很

心烦，“在装房子的那段时间总是收到装

修公司的垃圾短信， 在买房的时候总是集

中收到开发商卖房信息， 要是买车估计还

要经受卖车的短信骚扰。”

最离谱的是，有一天晚上，熊先生收到

的一条暧昧短信：帅哥，还记得我吗？我是

小方， 晚上我们在九眼桥酒吧见， 要不要

来，给我回复。熊先生在查看这条短信时，

被老婆发现了，为此还向老婆解释了半天。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王英占

律师为首位消费者维权 索赔1元

维权律师团发起人陈小虎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读者委托 和发送垃圾短信的商户交涉

两位名师周六同时开讲

快来报名抢座位！

名师进社区第二站确定：桃源社区、和平社区 报名首日百余市民来抢票

百名名师进社区活动报名持续开通

中，康永邦、夏虹两位名师的讲座继续接受

市民报名。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报名抢票，也

欢迎市民们向这两位主讲人提问， 主讲人

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现场回复。

报名方式 ： 快拨打成都商报热线

86613333-1（9:00-17:00）或在成都商报手

机客户端的活动频道找到“百名名师进社

区，速来点播”活动页面，报名参与现场讲

座，因活动场地有限，名额报满为止。接下

来，还将有更多名师名校长陆续走进社区，

欢迎读者继续“点播”和提问。

三大征集平台：

1、 成都商报热线电

话（028）86613333-1；

2、 关注成都商报微

信公众号，回复“垃圾短

信”内容；

3、 私信内容至成都

商报新浪官方微博。

征集内容：

征集100起个案：根据

报名先后，经律师团初审

后确定为 “免费维权个

案”，并通知报名者。请报

名者留下有效联系方式。

征集公益律师：还剩

11个名额。

讲 座 信 息

主讲名师：夏虹，全国优秀教师、四川省

语文特级教师、四川省十佳“中小学榜

样教师”、成都市教育专家

开讲地点：高新区桂溪街道和平社区

讲座主题

:

耐心陪伴孩子

,

守望孩子成长

讲座时间：

18

日下午

3:00

两种方式继续报名

主讲名师：康永邦，四川省数学特级教师、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

开讲地点：桃蹊路街道桃源社区

讲座主题： 当前家庭教育最重要是做

好哪三件事

讲座时间：

18

日下午

3:00

讲

座

讲

座

征集令

“九眼桥水闸处有个男的跳河了，一个小

伙子和一个外国女子跳下河去救人， 但现在

还没拉住……”昨日下午四点，市民黄先生打

进电话报料。二十分钟后，成都商报记者赶到

现场，九眼桥下的水面已一片平静，离男子跳

河已过去一个多小时， 不少市民仍在岸上观

望，期待着奇迹发生。

目击者：一小伙徘徊两小时后跳河

最早发现跳河男子的刘阿姨告诉我们：

“大概12：50左右， 我就看到这个小伙子在桥

上徘徊，脸色很差，还总是自己打自己脑壳。”

觉得小伙子有些异常， 刘阿姨还上前询问小

伙子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 是否需要帮助。

“我给他说，我们成都人都是很好的，有啥子

可以给我说，后来我还拿了些吃的给他，但他

不要，一直说‘谢谢了’、‘谢谢了’……那时

我本来想打110的，但是报警的话也不知道说

什么好，没想到过了两个小时，小伙子竟然就

跳河了！现在想来我真的太后悔了，后悔当时

没有打110。”

据现场多名目击者称， 在该男子跳河

后， 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衣服也没来得及脱

就跳进冰冷的河水中救人， 附近钓鱼的龚大

爷也设法用钓竿和随身携带的绳子帮忙，但

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救人的小伙子都拉到

人了，但一个人拉不动，体力不行，他水性也

一般。我找的绳子短了，钓竿也够不到！跳河

的（男子）就沉下去了。”

没能救起人 外国女孩连称“可惜”

在河边跑步锻炼的一个外国女孩见

状，也马上脱了外衣跳下河救人，但游了一

圈也没找到跳河的男子。 没有成功救到人

的她被大家拉上岸后，冻得瑟瑟发抖，哭得

很伤心， 不停用中文说道：“可惜了！ 可惜

了！”

119消防官兵在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

现场，但目测已无法找到跳河的男子，盲目救

援已于事无补。

当记者赶到现场时，救人的小伙和外国

女孩都已离开了现场，不少目击者对救人者

的表现都非常感动，目击整个救人过程的刘

阿姨眼含热泪地说：“太勇敢了！ 这么冷的

天，她一个外国的女娃娃‘咚’地一下就跳

下去救人了！”

据一位在附近某茶楼上班的保安说，经

常看到这位外国女孩在这附近跑步，应该是

四川大学的留学生。

成都商报记者 成欢

维

/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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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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髶交涉：主体问题待核实

当陈小虎律师亮明身份和说明来意，成都商报记者也表明身份采访，该名工作人员

表示，该家培训机构属于成都外国语专业学校（外专外语）的分支机构，自己没有独立

的资格。

随后，在体育场路上的外专外语学校，一位负责人告诉陈小虎律师，“维斯特”是

一家独立机构，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陈小虎看到，其展示的教学资格证书落款却是

外专外语。对此，陈小虎表示，将进一步调查取证，并通过适当的法律手段帮邓先生维

权。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髴选取：从200条短信中先选出一条

陈小虎律师在翻看邓先生手机中的“垃圾短信”后，首先根据取证难易程度进行了

简单分类，因为发送号码有的是虚假或公共号码，难以确定实际身份，一般不作为主要的

核实依据。

有的信息中只有座机或手机电话，无商户信息，一旦接听电话者不承认是其发布的，难以

维权。此后，在200多条短信中，陈律师从中选取了一条既有经营者信息、又留有电话的信息。这

是一家名为“维斯特”的外语培训机构发送的，并留下了一个座机电话。

髵取证：确认商家信息

随后，陈小虎拨打了上述座机，并以

咨询为名获知该培训机构的地址。昨日，

陈小虎来到位于顺江路粼江峰阁小区某

单元楼内的“维斯特”培训机构。

首先，陈小虎律师仍以咨询为名，并

拿出短信让对方看， 一名女性工作人员

承认短信是该培训机构发的， 并且是专

门请人发的。 陈小虎对工作人员的上述

说法进行了录音，固定为证据。

“我要找律师帮忙维权，‘垃圾短

信’ 太恼火了， 现在我手机已经有

200多条了……”昨日一早，成都商

报热线接到第一位读者的来电，市民

邓先生希望律师能替他维权，让自己

远离“垃圾短信”的困扰。

昨日，维权律师团发起人陈小虎

接受了邓先生的委托，并从200多条

短信中，从维权难易、可操作性等方

面考虑选出一条，在获知经营者信息

后， 来到该家培训机构现场交涉。成

都商报记者跟随陈小虎进行了全程

跟踪采访。

吐槽垃圾短信：

严重影响生活

男子九眼桥跳河

女老外救人不成上岸痛哭：可惜了

市民邓先生一年收到两百余条垃圾短信

该培训学校承认专门请人发短信

陈小虎律师电话核实垃圾短信所显示的号码

前天早晨7点40分左右，在成绵高速

城北收费站附近， 一辆逆行的三菱越野

车与一辆雪铁龙小车相撞， 造成雪铁龙

车上的4名乘客2死2伤，三菱车上两名男

子车祸后离开了现场。昨天，交警五分局

仍在调查这起车祸， 两名伤者没有脱离

生命危险。

两伤者系亲兄妹 父母伤心欲绝

在这起车祸中， 后座上的两名女性

当场死亡， 前座的一男一女则分别被送

到了416医院和成铁分局医院。 昨天下

午，成都商报记者在416医院重症监护室

外见到了女伤者， 也是当时的司机倪心

容的家人，男伤者则是她的大哥倪心红，

兄妹俩都还未脱离生命危险。 据他们的

主治医生分别介绍， 倪心容全身多处复

杂骨折，肺部也有挫伤，即使挺过目前正

面临的感染风险，后期也还需要承受2~3

次大手术，而倪心红是肝和脾破裂，肋骨

骨折，病情更加危急。

昨天一大早， 倪心容的父亲和公公

婆婆就心急如焚地赶到了医院， 三位老

人整天坐在重症监护室外守候， 等待生

命的奇迹出现。倪心容的同事告诉记者，

倪家兄妹的母亲已经7旬高龄，患老年痴

呆症多年，父亲身体也不好，日常生活全

靠兄妹俩照顾，“现在他们俩双双伤得

这么重，后续还不知道需要多少医药费，

对这个家庭真是毁灭性的打击……”同

事刘女士含着泪说。

目击者称：热心宝马曾帮忙追

有目击者称，车祸发生后，从高速出

口疯狂逆行的肇事车上下来了两个男

人， 他们从车上提下一个箱子后匆匆向

远处跑去。昨天，在医院帮忙的几位倪心

容的同事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交警之

前来医院调查情况时告诉我们， 当时有

一辆宝马车经过现场， 看到两个男人在

逃跑后， 一个男司机摇下车窗大喊一声

‘站住’， 然后就一踩油门追了上去，也

不知追上没。还是好人多啊！”

成都交警五分局昨日表示， 这起车

祸目前还在调查之中， 相关细节不便披

露。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越野车逆行撞车致2人死亡

追踪

热心宝马车主

曾帮忙追凶

旅游大巴

离奇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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