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暖人心

808岁紫薇被盗

一天三次转手卖到88万追踪

老冯继续帮助玲玲

“等你长大了

也要资助贫困生”

得知玲玲的真实情况和性格后，成都

商报记者帮助老冯和玲玲家进行了沟通。

最终，老冯表示，自己已体谅了娃娃的感

受，但要和孩子做一个协定：等玲玲有经

济能力的时候，也要资助一个贫困生。

“哪怕是自家娃儿有时候沟通不好

还难免怄气， 我也不能对娃娃要求太

高。”昨日，从成都商报记者处得知玲玲

的解释后，老冯叹了口气说：“自己体谅

娃儿的想法了。”

关于娃娃后续的资助，老冯表示，听

说民政局这边对玲玲的家人补贴了2万

元，目前已拿到了5000多元，还有1.4万多

元，自己会帮助玲玲的爷爷奶奶拿到手，

毕竟这家人过得太不容易了。

老冯说， 自己不图娃娃长大后会回

报自己， 但自己要和这个娃娃立下一个

“君子协定”。等到娃娃长大有经济能力

了，她也要资助一个需要帮助的贫困生。

对于老冯昨日的提议， 玲玲认真考

虑了数分钟后，答应了。但是，玲玲表示

“将来我也要挣工资挣到2000元以上才

能去帮助别人，毕竟助人前要先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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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播孝文化正能量，弘扬传统美德，今日，

由圣贝国际牙科主办，成都商报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承办，中国医疗健康联盟、嘉家和健康周刊及

四川省老年摄影家协会共同协办的 “蓝丝

带———寻找蓉城最美孝心家庭” 公益活动将于

10月正式启幕。现面向全市存善尽孝家庭发出邀

请，征集百个孝心故事，甄选蓉城十大孝心家庭。

蓝丝带———寻找蓉城最美“孝心家庭”公益

评选活动正式启动。不管是你自己的故事，还是

发生在身边的感人孝心行为，只要故事反映存善

尽孝的当代家庭，都能参与本次活动的评选。即

日起至11月10日，市民可通过电话、网络及现场

报名的方式，参加本次评选活动。

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文化

“百善孝为先”，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精髓，亦是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次寻找蓉

城最美“孝心家庭”公益评选活动，旨在通过发掘

孝道故事，宣传孝道正能量，弘扬敬老孝亲的孝道

观，引导社会形成讲道德、讲文明的良好风尚。

本周末首场活动将在万科城市花园举行

本周六、周日，将在万科城市花园举行首场

孝心故事征集活动。市民可在现场免费拍摄全家

福，参与孝心大转盘抽奖，牙健康免费义诊等活

动。凡报名者均可获得圣贝牙科提供的价值4166

元家庭爱牙代金券。该券可以享受免费建立个人

口腔档案、价值166元口腔全景片一张、免费口腔

检查、儿童免费窝沟封闭优惠，以及种植牙、牙正

畸、牙美容等项目援助减免。

“蓝丝带———关爱牙缺失老人”活动仍在继续

“蓝丝带———关爱牙缺失老人”公益援助活

动也将延续至本月底，现征集200位牙缺失老人，

不仅可获得全球知名外籍牙医亲诊，还将获得免

费拍片，种植牙最高5000元/颗援助等。

【活动详情】

评选时间：

10月15日至11月10日

参与方式：

1.电话报名：028-84546101；2.登

录成都全搜索www.chengdu.cn或圣贝牙科官网

www.cdsbyk.com；3.社区现场征集（10月18、19

日10：00-12:00，万科城市花园）

【评选须知】

1.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2.报名者需提

供“孝心故事”和全家福照片一张；3.报名者通

过成都全搜索官网进行网络投票，票选最高者荣

获成都“孝心家庭”大奖3000元，第二名（1名）

和第三名（1名）分别获得2000元、1000元奖金；

4. 报名者均可获得圣贝牙科提供的价值4166元

家庭爱牙代金券一套。

南充市原副市长邹平

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

据新华社电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15

日发布消息， 四川省南充市原副市长邹

平因涉嫌受贿罪， 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指定管辖， 巴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

进行立案侦查，并于2014年9月28日被依

法逮捕。

此外， 遂宁市中心医院原副院长丁

波因涉嫌受贿罪，于2014年9月18日由遂

宁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2014年9月30日，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决

定予以逮捕。

以上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蓝丝带———寻找蓉城最美“孝心家庭”今日启动

征集上百孝心故事 甄选十大孝心家庭

A

在江苏无锡市， 靠着蹬三轮挣钱糊口的

绵阳人老冯， 每月资助数百元给一个贫困家

庭的小女孩玲玲（化名），已经坚持了4年。然

而今年4月， 在老冯去看望这个资助了4年却

从未谋面的娃娃后， 老冯却停止了资助，他

说：娃娃冷漠，干脆我资助其他人吧。

“去见资助的娃娃” 老冯满心欢喜

今年4月底， 从绵阳三台县发出的到观

桥镇的一辆公共汽车行驶在村道上，49岁的

三轮车师傅冯师傅挤坐在车的后排。 村道崎

岖，汽车每颠簸一下，老冯就把装钱的衣兜用

力攥紧一下。这次，老冯要专门赶去看一个从

未谋面的娃娃玲玲（化名），他在心里已把这

个娃娃隐约当做了自己的小女儿。

老冯的老家在绵阳梓潼县的一个小山村

里，他家距观桥镇有100多公里的路。早上7点

多，老冯喝了一碗稀饭就出发了，在坐上这辆

公共汽车前，他已经换了3次车。数个小时都

在车上，虽然坐得腰痛，但老冯满心欢喜。

当天是周五，玲玲还在上学。在车上，老

冯开心地给玲玲的奶奶打去电话， 在吵闹的

车厢里大声问：“我已经过来啦，娃儿好久放

学？我们去接她。”挂了电话，旁边的村民问

老冯，接娃娃吗？老冯高兴地“嗯”了一声，

说：“我资助的娃娃，今天去见见她。”问话的

人，打量老冯的穿着打扮，“咦？”了一声。老

冯回应对方的目光，主动说道：“我就喜欢资

助贫困娃娃，这样花钱比干别的有意义。”

蹬三轮的他 四年资助女孩近万元

老冯对玲玲的资助从4年前就开始了。

当时，他在网上看到一则信息———“绵阳市

三台县观桥镇勤俭村里， 有一个10岁的小

女孩家境贫寒，想要继续读书，寻找好心人

的帮助。”看到这则信息后，依照上面的地

址，老冯电话联系了这个村的村支书，找到

了这户人家。10岁娃娃跟着年近八旬的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家徒四壁的房子里，唯一

值钱的就是一部收音机。 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 老冯立刻办了张银行卡交给了玲玲的

爷爷奶奶。

随后，每个月，老冯都会往这张卡里打

上200元或300元，在他的心目中，玲玲是个

腼腆内向的小姑娘，不善于和人交流。在他

乡蹬三轮挣钱的日子里， 老冯每周都要给

玲玲的奶奶打个电话， 问问孩子的学习情

况，鼓励娃娃要多和他人交流，偶尔玲玲也

会在电话里和他说上几句。 资助娃娃打去

款项的凭条，老冯一直攒着，累计已有30多

张，金额近万元。

紫薇被鉴定为921岁

6名盗树嫌犯到庭受审

“紫薇树被偷了，大家快来呀！”去

年10月11日， 绵竹市汉旺镇青龙村民们

发现被大家视若珍宝的古树一夜之间不

翼而飞，当即报警求助。经过3个月的侦

查，多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成都商

报曾报道）。据悉，被盗紫薇树是绵竹市

挂牌保护的一级古树名木，2005年挂牌

时，树龄为800年。专业技术人员运用打

孔技术鉴定，该树树龄为921年（正负27

年），该树被盗后曾三次转手，价格从30

万飙升到58万、88万。昨日，此案在绵竹

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6名嫌疑人因为涉

嫌盗窃罪和收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

提起公诉，法院将择日宣判。

据参与此案的民警介绍， 这是绵竹

至今最大一起盗窃贩卖古树名木案。紫

薇树在被转手过程中根部受到了伤害，

加之树龄高， 大家对移栽古树能否成活

都十分牵挂。为此，绵竹市林业局的专家

们对它进行了多次杀菌， 将坏死的根部

剪掉，喷洒生根剂，并取来了适合紫薇生

长的泥土。为更好保护和管理紫薇树，在

村民同意下，今年3月26日，绵竹市森林

公安将被盗古树运回， 并移植到了青龙

村1组。如今，这棵紫薇树长势正好，还开

出了花朵。

据了解， 这株古树当时在挂牌保护

时被推测为800岁。不过，今年8月5日和6

日，原来推断为808岁的该紫薇树经过打

孔取样， 省楠山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树

又“长”了113岁，达到921岁（正负27

年）；该古树价值96.54万元。

今年3月21日，汪某、王某、梁某、桑

某、郑某涉嫌盗窃罪，被告人张某涉嫌非

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移

送绵竹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绵竹检察院

起诉书称，汪某、王某、梁某、桑某事先商

议， 由桑某负责做桑家大院周围百姓的

工作，由王某、梁某雇佣工人、货车、吊

车，由梁某某现场指挥，秘密盗走挂牌紫

薇古树。郑某作为吊车车主，明知他人盗

窃古树， 而指令工人为上述人员提供帮

助。张某在无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为谋取

利益，收购该紫薇树，并以88万元的价格

贩卖给某园艺绿化公司。

昨日，6名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罪和

收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汪某、王某、梁某、

桑某、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

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

刑法有关规定，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被告人张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

收购、出售珍贵树木，其行为触犯了刑法

有关规定，应当以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罪追究责任。被告人汪某、王

某在案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梁

某、桑某、郑某在案件中起次要作用，系

从犯。张某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

事实，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昨日下午，绵竹市法院宣布，因案件

事实存在争议，将择日宣判。

王平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玲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她是否如冯

师傅所看到的那么不懂感恩，没有礼貌，非常冷

漠？ 不值得资助？ 在成都商报记者深入采访之

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一切其实另有原因。

前日，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了玲玲的老家观

桥镇勤俭村， 见到了玲玲82岁的爷爷王多金和

75岁的奶奶刘桂华。看到记者，两位老人非常热

情。但玲玲不在家，到观桥中学上学去了。

一家人住的是一所土木结构的旧房子，房

子的墙壁满是裂缝， 屋里唯一值钱的家电就是

一个酷似收音机的播放器。

在这座破旧的老屋下，祖孙三人相依为命，

邻居滕章田介绍“这个老房子是5000元钱买的，

还是政府给的救助金买的。”据介绍，王多金因

为疾病缠身行动不便，已没有劳动能力，一家人

靠政府低保过日子，为贴补家用，奶奶刘桂华一

人耕种了5个人的地。

1999年12月21日， 刘桂华到相邻的鲁班镇

打工，路过一片树林时捡到一名弃婴，这个女婴

就是玲玲。老人的两个儿子都早已去世，刘桂华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玲玲身上，对她疼爱有加。

而玲玲也比同龄的孩子更懂事， 每天一早就自

己去上学，成绩优异。回到家后就帮着奶奶干农

活、喂家禽、做饭，邻居们都很喜欢这个让人怜

爱的小女孩。

当天到达观桥镇上， 已是下午3点

多，老冯匆匆吃了口饭后，一边在镇上一

家网吧里上网， 一边等待玲玲的奶奶从

村上赶到镇上一起接娃娃。旅途劳顿，可

初次相见，自己还是要“先到一步”。在

等待玲玲放学和奶奶赶来的1个多小时

里，老冯有些小小的不乐意。

不热情 “喊一声都不愿意？”

终于等到放学铃声，老冯乐呵呵的站

在玲玲奶奶旁边， 看着读初二身高近1.6

米梳着长辫子的小姑娘从校门里走出来。

但是玲玲的表情并不像老冯这样开心，她

扫了一眼老冯后，立刻低下头。奶奶催促

她：“快叫冯保保（干爹）。”玲玲只是抿

了一下嘴， 却并没吭声。“喊一声都不愿

意？” 老冯有点不能理解地望了玲玲一

眼。随后，三人打算一起坐摩托车回村上，

但是找了一辆摩托后，玲玲却不愿意和奶

奶老冯坐同一辆车， 坚持自己再坐一辆。

“挤挤坐一辆车，车费是6元，坐两辆车车

费就是12元。” 老冯觉得玲玲不懂得节

约，有些失望。

不亲近“别喊我玲玲了”

老冯提出要带着玲玲买鞋子。 花了

80元，老冯递上自己给娃娃买的运动鞋，

说“玲玲，试试新鞋。”玲玲却躲开了冯

师傅， 开口对着老冯说了第一句话：“别

喊我玲玲，我叫陈玲（化名）”老冯只得

重说了一遍：“陈玲，试试新鞋子。”老冯

又觉得这个娃娃对自己不亲近。

不诚实 说去借鱼竿彻夜未归

老冯不那么开心了， 但还是陪着玲

玲的奶奶，去买了菜又专门买了肉，心里

想着要给娃娃吃点好的。但是，在吃晚饭

前，玲玲却离开了家，她告诉奶奶，自己

要给冯保保借个鱼竿， 让冯保保能在家

附近钓鱼不无聊。但玲玲却彻夜未归。老

冯大吃一惊，这个娃娃太大胆！并且还撒

谎？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玲玲才赶回家，

说是昨晚去了干妈家里住了。

这样的初次见面， 与老冯期待中的

画面完全不同， 短暂停留后， 他准备离

开，想想还是要再留点钱，于是拿出100

元，想要交到玲玲的手上，可是对于冯师

傅的举动， 娃娃似乎很反感， 一直躲避

着，直到老冯离开，也没接钱。期间，玲玲

还掏出了一部手机。 老冯顿时更不高兴

了，他认为读初二的娃娃，家里是这个经

济条件，并不应该在手机上花钱。

和孩子见面后， 老冯又返回无锡继

续蹬三轮。虽然资助了玲玲近4年，但实

际上老冯的经济并不宽裕。4年前， 老冯

和妻子一起来到无锡打工， 老冯靠着蹬

三轮挣钱糊口， 每月大概只能挣2000多

元。老婆则在一家小工厂中打些零工，每

个月两人的收入加在一起， 大概有4000

多元。每个夜晚，两口子一起蜗居在这个

城市中月租为110元的出租屋里。除此之

外，老冯还有一个被他称为“全世界最

不听话”的22岁儿子，老冯一直盼着能帮

助到一个乖巧懂事上进的小娃娃。

4年前， 老冯开始资助玲玲读书，

2012年3月又找到媒体帮助，一起联络多

个部门帮没有户口的玲玲解决了户口。

虽然从未谋面，老冯在心里早已把这个小

娃娃当成了自己的干女儿。2013年4月，冯

师傅在工作时突发脑溢血，经治疗后半边

身体发麻手脚都不如以前灵活了。这次生

病的磨难后， 老冯更加珍惜活过来的日

子， 他也打算回老家办残疾证的同时，见

见玲玲。然而这次的见面，老冯满心欢喜

而去，却满心失落而归。

他给陈玲家乡的村支书打了一个电

话，说：“只要娃娃给我打一个电话，哪怕喊

我一声冯师傅，我都愿意继续资助，但是要

是不理睬我，我就停下来吧。”

这个电话一直等到10月也没有来，玲

玲的奶奶给老冯打来电话想要解释，老

冯问：“娃娃自己有手机为什么不打给

我？”玲玲的奶奶没有回答。

十月转眼过去了一半，老冯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这个娃娃太让他失望了，他不

等了，他要去寻找“新”的需要被帮助的

娃娃。 据冯师傅讲述， 从今年4月底到现

在，他一直在等那个娃娃自己给他打个电

话，但这个电话始终没打来。“天凉了，我

心里也等凉了。”老冯说：“被资助的娃娃

很冷漠，自己好心难道做错了?”

后来，老冯停止了对玲玲的资助。

首次见面 老冯觉得女孩太“冷漠”

见面之后 老冯“寒心”停止资助

“被资助的娃娃很冷漠，

自己好心难道做错了?”“只

要娃娃给我打一个电话，哪怕

喊我一声冯师傅，我都愿意继

续资助。”

资助4年的女孩见面太“冷漠”

三轮车夫停止资助

前晚，玲玲在语文老师张清华和班主

任魏铭的陪同下接受了采访。 她抿着嘴，

神情紧张。 她犹豫着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在我心中，冯保保就是好人。但是如果我

能选择，我也希望自己是能够照顾别人的

人，而不是受资助的对象。”

玲玲回忆起见面之前，与冯师傅的交

流，就是每周一次的电话。玲玲说，受人恩

惠，当然要感激，只是自己对于冯保保的

感觉真的是又遥远又陌生。

回忆起当天见面的情形， 玲玲说，自

己很激动也很开心，可一出校门，就看见

一个身高1米7的陌生大汉站在奶奶身边。

虽然这个男子是笑眯眯的，可是自己真的

有些害怕。14岁的小姑娘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平时在班里，和她关系好的都是女同

学， 自己接触的成年男子只有几个老师，

可是老师是不会放学站在校门口去接自

己？这种感觉太陌生了。

说起惹冯保保生气的原因，她介绍，

当天她去为冯保保找鱼竿， 翻了一座山，

到了干妈家，可是天已经黑了，考虑到家

里只铺了两个床， 主要担心家里床不够，

所以当晚住的亲戚家里，把床位让给保保

睡。

关于手机问题，她介绍，初一的时候，

到学校住校，回家时间少，为了方便交流，

奶奶给她买了一个100多元的手机， 后来

丢了，奶奶心疼她，才为她买了一个300元

的联想手机。

玲玲解释，自己并不是一个不懂感激

的人，只是如果自己能选择，更愿意去成

为那个能照顾他人的人。

“我其实给他打过电话，多数时候打

通了是奶奶在说。”玲玲介绍，至于自己很

少与冯先生通话的原因，一是不晓得说啥

子，还有冯保保说的话有的她听得不太清

楚，“大多数时候奶奶给保保打电话都是

我拨的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每次打电

话问冯保保要钱，她自己认为开不了口。

在玲玲的班主任魏老师看来，“这是

她不自信的表现。”张老师介绍，因为自小

是爷爷奶奶带大，特殊的成长环境，所以

玲玲特别自尊、也特别自卑，自尊的是她

学习很努力，自卑的是她不愿意告诉外人

自己的身世。

敞开心扉 玲玲解释为何“冷漠”

“在我心中，冯保保就是好

人。自己并不是一个不懂感激

的人。 但是如果我能选择，我

也希望自己是能够照顾别人

的人，而不是受资助的对象。”

蹬三轮的老冯 受资助的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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