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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四川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王红强

2014年9月21日晚， 宜宾县泥溪镇红

春村村民陈德兵被发现身中多刀， 死在

自家门口小道上。警方调查发现,陈德兵

死因蹊跷且疑团重重：胸部、腹部多处刀

伤，连手腕上的筋脉也被割断，但其衣服

却完好无损，现场也无搏斗痕迹。警方据

此推断陈德兵为自杀身亡。

但他为什么用如此残忍的方式结束

自己的生命呢？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

个隐藏在深山密林中的神秘 “毒品工

厂”浮出水面。

男子留下遗书，蹊跷自杀

2014年9月21日傍晚， 宜宾县泥溪镇

红春村向阳组的一名村民回家途中，发

现陈德兵倒在路中间，已经呼之不应，立

即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宜宾县刑警大队

民警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和走访，分

析认为，陈德兵应该死于自杀。

民警在对陈德兵家中进行检查时，

发现一张陈德兵自杀前写下的遗书。办

案民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陈德兵在遗

书中说‘（自己）干了违法的事情，对不

起家人，对不起社会，不想活命了。’”

神秘作坊：隐藏林间熏死树木

为了弄清楚陈德兵自杀原因， 办案

民警在周边展开走访。据群众反映，陈德

兵自杀前一个星期左右， 和本村一名叫

陈永跃的村民来往密切。 陈永跃家中最

近还来了一批神秘的外乡人。

警方办案人员意识到， 陈永跃及外

乡人可能与陈德兵的自杀存在某种关

联。 民警迅速赶到隐藏在山林中的陈永

跃家。“我们还没到陈家， 就看到陈家屋

旁原本茂盛的竹子、树子都被熏死了，周

围有些白色塑料桶。” 有经验的民警判

断，此前有人在这里制造毒品。很快，正

打算外逃的陈永跃被警方抓获。

循线追击：十三姐母子落网

据陈永跃交代，去年9月初，一个叫

“十三姐”的女人突然找到他，说要租自

己的房屋搞生产加工，还向他承诺：产品

一旦加工出来，就给他五万元作为报酬。

2014年11月27日， 宜宾县警方在成

都将“十三姐”罗昌友抓获，当场从其车

上截获大量冰毒及制毒原料， 查获子弹

17发，在罗昌友的家中查获冰毒2.5公斤，

麻黄碱21公斤， 在其子郑某藏匿的另一

个窝点也查获少量冰毒成品。很快，郑某

也被挡获。

目前罗昌友制贩毒团伙案已侦办完

结，罗昌友及其儿子郑某、陈永跃三人均

已被公诉至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宜宾新闻热线

13550702929

疑听不进母亲“唠叨”

男孩怀揣35元离家

昨日下午3时许，网友“活着的最

美好状态”发博客寻找17岁男孩吴乾

宇。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该网友刘莉，

她表示， 吴乾宇是她的表弟， 现年17

岁， 身高约170厘米，4月23日上午，他

带着35元钱和一个黑色书包离家出

走，至今已经整整12天没回家。

据吴乾宇的母亲罗兴明介绍，他

可能就是听不进大人的教育才走的。

“哪个父母不心疼娃娃？ 但我 （和儿

子）确实是交流少了。”交谈中，父亲

吴正华有些内疚， 并希望通过成都商

报告诉儿子吴乾宇：“儿子，爸爸妈妈

在等你回家。”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自贡新闻热线：

18064900068

如果非要给这段姐妹情加上年限

那至少是五十年

当年因舞台结缘的五姐妹分别40余年终再聚，她们相隔50年的新旧照引发网友热议

赵

先

生

供

图

最近，一组名为“五个好姐妹，五十年

后再次相聚南充” 的照片在南充本地一论

坛走红。网帖发布者赵先生坦言：我是真真

切切被几姐妹几十年不变的友谊打动了。

赵先生回忆，4月12日，四川石油管

理局地质调查处宣传队当年的老队员在

南充白塔公园聚会， 展出的众多老照片

中， 有一张是5名女子50年前的合影照。

爱好摄影的赵先生随后打听到， 照片中

的5名女子当年关系特别好，今年聚会是

她们分别44年后的首次相聚。 赵先生随

后找到这5姐妹，让五姐妹按照50年前拍

照的顺序依次站好，摆出当年的造型，为

这次不容易的相聚拍照留念。

“再好的东西都有失去的一天，再深

的记忆也有淡忘的一天，但她们的友谊却

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赵先生随后将一

旧一新两张照片传到论坛。 两张照片中，

从黑白到彩色，照片的色彩在变，背景在

变，但人还是那些人，情谊没有变。

让赵先生没想到的是，两张照片引

发众多网友评论，“岁月无情，这是一个

时代的记忆”“真正的友情， 经得住岁

月的考验”“希望自己50年后， 还能和

现在的朋友相聚”……

在这组走红的照片中，刘朝玉站在

第一排最右的位置。今年68岁的她一直

后悔，自己手中那张记录她和好姐妹当

年青春年华的合影照被损毁了。 那是

1965年的事情。 当年，18岁的刘朝玉因

舞蹈跳得好，被选入四川石油管理局地

质调查处宣传队，与她同批进入宣传队

的，还有3名重庆姑娘和1名泸州姑娘。

“当时我们5个的年龄、性格都差不

多，每天同吃同住，打打闹闹，关系特别

好。”刘朝玉说，宣传队每天都要排练舞

蹈，辗转省内各个有石油勘探队的地方

慰问演出。 而在网上走红的这张老照

片， 是宣传队当年在自贡荣县演出时，

几姐妹到一家照相馆拍摄的。

“那时候的我们好年轻哦，和现在

年轻姑娘一样，天真活泼，喜欢打打闹

闹，也爱臭美。你看，新照片的我们还和

当初站的位置一样， 就是我们都变老

了。”刘朝玉拿着照片，手舞足蹈起来仍

像个姑娘。

刘朝玉说，1971年，她和4个好姐妹

离开宣传队返回原籍，这是一次没来得

及告别的分离，最让她遗憾的是，彼此

都没有互留联系方式。

回南充后，刘朝玉结婚生子，但一

直没放弃寻找好姐妹的念头。婚后，刘

朝玉的老公在南充一家单位开车，经

常往返南充与重庆之间送货， 刘朝玉

只要有时间就会随老公前往重庆。

“其实就是去打听她们的消息， 但一

直没有音讯。”

其实，刘朝玉寻找好姐妹的这些年，

其他好姐妹也一直在寻找她。65岁的蒋

能君说，当年几姐妹分开后，自己所在的

泸州与重庆的3个好姐妹离得较近，很快

便取得联系，“我们也到处打听刘朝玉

的消息， 就是没得结果啊。”2000年前

后，时年50岁的周荣芬到南充访友时，还

托南充朋友帮忙打听刘朝玉的消息。

2011年， 当年在宣传队吹笛子的

张广迪， 开始四处联系当年的宣传队

老友，希望能再聚一聚。他先后3次到南

充打听刘朝玉的消息， 直到最后经人

提醒前往社保局查到刘朝玉的社保信

息，才联系上刘朝玉，这已经是2014年。

张广迪说，当年4月，宣传队老队

员举行第三次聚会。刘朝玉等了43年，

满以为可以参加，但临近聚会前几天，

她老伴突发疾病，又错失了聚会。

4月12日，当年的宣传队老队友在南

充聚会，刘朝玉几姐妹都没缺席，这是

她们分别44年后的再次聚首。

“见了面亲热得很，互相搓着对

方的脸，我的脸都被搓红了，好多年都

没这么疯狂了，就像回到十七八岁。”

刘朝玉说，分别几十年，姐妹们都变老

了，但当年的友谊一直没有变。在熟悉

的《勘探队员之歌》背景音乐里，刘朝

玉和姐妹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回忆

当年在宣传队的日子， 聊分开后各自

的工作、家庭、生活……在为期三天的

聚会里， 老队员们排练演出当年的节

目，逛熟悉的五星花园，游北湖……一

切仿若昨天。周荣芬说，分别时几姐妹

商量好，争取每年聚会一次。

前两天，刘朝玉给重庆姐妹周永

芳打电话得知其生病住院，正为家里

房屋出租还是出售而纠结拿不定主

意。“她儿女不在身边，我就把这个事

情给同在重庆的周荣芬说了，她马上

就和丈夫到医院去看她，给她建议。”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成都商报南充、广安新闻热线：

1398268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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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缓堵：取消公交道绿化带

四路口“短平快”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

今年以来，成都市交管局在市城管委

的支持下，采取“微创手术”的方式，对成

都中心城区多处堵点进行“短、平、快”的

施工改造，力求用花钱少，周期短，影响小

实现对拥堵的缓解。

昨日，首批“短平快”改造工程4处改

造点已全部完工，通过第一天的交通状况

的检测，发现缓堵已初现成效。成都商报

记者通过交管局指挥中心监控视频发现，

上午8点至9点，在一环路磨子桥路口西进

口，由于左转车辆候车空间增大，而临近

西进口的右转车道上没有公交车阻挡，极

大提高了该路口的通行能力。

昨日， 尽管北打金路口西出口处，已

立起了一块“公交道已取消”的展板，但

很多社会车辆仍旧没有占用以往的公交

车道。一位姓张的出租车司机称，头顶的

摄像头还在，不敢走。成都市交管局负责

人称， 目前正进行信号配时的精细化调

整，包括道路交通标识、交通设施和管理

的跟进。

据了解，成都市交管局和市城管委将

继续实施“短平快”工程改造，并且将其

作为成都缓堵的重要举措来推行，“下一

步，永丰路创业路口等市民耳熟能详的老

堵点的改造将马上启动。”

日前，2015年度成都第一批“短平

快”工程改造全部完工，第一批改造点

位共计4处， 分别涉及一环路磨子桥路

口，蜀都大道北打金路口，东大街油篓

街路口以及二环路科华路口。

手术一：

一环路磨子桥路口，早晚高峰潮汐

现象明显，早上从九眼桥方向以及晚上

从跳伞塔方向行驶经过的车辆众多，造

成该路口严重拥堵。根据交警部门的要

求，东、西进口分别切除了中心绿化带

100米，以此增加左转车辆候车空间，实

现路口直行车辆与左转车辆各行其道。

同时，过去西进口的公交车站离路

口停车线较近，在站台停靠的公交车严

重影响右转车辆通行，右转车辆只能占

用直行车道， 在跳伞塔隧道开通以后，

西进口拥堵更加严重，因此在西进口设

置了一座港湾式公交站，解决公交停靠

后影响右转社会车辆的问题。

手术二：

东大街油篓街路口，过去只是一个

行人过街路口， 从油篓街驶入东大街，

只能右转， 在IFS和太古里商业体建立

之后， 途经油篓街的车辆明显增多，为

了与太古里交通优化方案配套，切除东

大街中心绿化带120米， 使东大街和油

篓街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从东大

街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可以在丁字路

口直接左转进入油篓街。

手术三：

北打金路口 （蜀都大道与红星路

二段交汇路口），是蜀都大道上一个重

要节点，从天府下穿隧道由西向东行驶

的很多车辆，出了隧道后需在此路口左

转，北打金路口西进口切除中心绿化带

75米，并切除东西两侧机非绿化带各60

米，通过改造和渠化，延长了左转车道

的长度，还增加了一条左转车道。

同时由于北打金路口东进口与西

出口车道不匹配，车辆在西出口处会大

量往两根社会车道上挤，因此北打金至

四川宾馆路口由东向西的公交专用道

调整为社会车道。

手术四：

二环路科华路口，人南立交方向行

驶途经车辆较多， 切除西进口右侧宽2

米的绿化带后，通过渠化增加一条进口

车道。

首批“短平快”工程 4处改造点已完工

男子自杀留下遗书 牵出隐秘“毒品工厂”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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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AQI指数：60~90

� � � �温馨提示： 极少数特别敏感

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气象台、成都市环

保局官网）

成都

今/阴转多云

14℃～25℃ 北转南风1-3级

明/多云间晴

16℃～30℃ 偏南风1-3级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5117

期 排列

3

中

奖号码：

760

， 全国中奖注数

2379

注，每注奖额

1040

元；排列

5

中奖

号码：

76098

， 全国中奖注数

7

注，

每注奖额

10

万元。

●

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第

15050

期开奖结

果 ： 前区

06

、

07

、

10

、

20

、

28

后区

02

、

07

。 一等奖

3

注 ， 每注奖金

8749315

元，追加

0

注；二等奖

232

注， 每注奖金

19526

元， 追加

137

注，每注奖金

11715

元。

兑彩票

夏天在招手

明天气温重回30℃

昨天成都天气简直太好了，空

气质量也给力，好多小伙伴都在朋

友圈里晒起了美美的蓝天白云，阳

光在云层的缝隙间洒下金光，运气

好的在市区、郫县等地就看到了日

照雪山的景象。今天凌晨成都西部

南部有阵雨， 白天阳光继续上岗，

明天也是晴好，最高气温重新冲回

30℃。明天就是立夏节气了，夏天

真的快来啦！

（王欢）

蜀都大道北打金路口—四川宾馆由东向西公交车专用道取消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云贵川联销 “天天乐 ”

（

22

选

5

） 第

2015117

期

开奖结果：

20

、

05

、

04

、

01

、

17

。 一等

奖

1

注，单注奖金

25721

元。

●

中国

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

”第

2015117

期开奖结果：

716

， 单选，

28627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63971

注，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

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

2015050

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码：

30

、

07

、

17

、

09

、

29

、

26

、

04

。 特 别 号

码：

27

。特别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

一等奖

3

注，单注奖金

482917

元。二

等奖

19

注，单注奖金

10892

元。奖池

累计金额

0

元。（备注： 以上信息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铁路接触网故障

成都东站部分列车滞留

昨日下午4时许，因石板滩附近接

触网故障， 导致成都东站等待始发多

趟列车滞留车站，经过紧急抢修，下午

5时30分左右，故障解除，滞留成都东

站一个多小时的列车开始陆续恢复正

常运行。

记者查询12306网站了解到，从下

午4时许至5时30分许，大约有10余趟车

都在该时间段始发， 受影响的以动车

组列车为主，成绵乐动车组、成广、成

达、成渝等动车组列车都涉及其中。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