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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4G网络覆盖

未来两三年将有“很大改善”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经信

委和三大运营商成都分公司处了解

到， 成都电信运营调费提速方案即

将实施。

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市场部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成都家庭宽带

迈入百兆时代， 满足市民信息化需

求， 百万家庭将免费提速至100M，

“市民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到营业厅

免费办理。”成都联通也推出了光纤

宽带100M入户。成都移动则称，目前

成都已开始实施一些特色措施。

成都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基础设施建设与资费成本关系

密切。 根据去年11月成立的中国铁

塔公司成都分公司规划，2～3年内，

四川将建设不少于10万座铁塔，4G

网络在主城区覆盖状况会得到很大

改善， 同时在农村或者偏远高速公

路这些原先没有覆盖的地区也会有

信号，“减少重复建设，从而降低运

营成本。未来，资费还有下调的

空间。”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叶燕

“太要强，工作起来不要命”，这

是妻子对刘胜平的评价。 据胡德英

称，除了在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演

艺学院当兼职老师，刘胜平还在另外

两家培训机构工作。去年很长一段时

间，他都是每周只休息一天，每天从

早上8点忙到晚上10点， 回家就是吃

饭洗澡，倒头就睡。

“他的病就是累出来的， 如果事

业上不那么拼命， 也许就不至于这

样。”胡德英说。

在同事眼里，刘胜平是个对工作

充满激情， 对音乐充满执着的人。尚

女士称，平时大家摆龙门阵时，说的

都是等以后有了钱，买豪车、大房子，

唯独他会说，等以后有了钱，就去北

京找最好的老师，继续深造音乐。

张帆今年读大二， 曾获得省级

声乐比赛金奖，但大一进校时，他对

于专业兴趣不大。“是老师给了我

信心，一步步把我教好，督促我们勤

学苦练。”他说，“病床上的刘老师，

还在关心我准备办的独立演唱会，

以及去北京学习的事情， 想用他的

人脉帮我。”

尽管只是兼职， 但刘胜平的专业

知识和教学水平同样得到了四川师范

大学文理学院演艺学院领导的认可，演

艺学院院长刘世琪说，刘胜平带出的一

批学生在参加各项音乐比赛中，表现出

来很高的水平，收获了不少奖项。

昨天下午2时30分，“最后一课”开

始了，刘胜平招了招手，学生们自动地

围绕在病床前。 他看起来有点紧张，也

许是因为这是第一次躺着为学生们讲

课，声音也有一点虚弱。刘胜平刚开了

个头， 病床左侧的几个女生就红了眼

眶，开始抽噎。

不一会儿，护士来给隔壁病床的患

者打针， 挪动挂吊瓶的那根挂钩时，金

属摩擦的声音有一些大，刘胜平暂停了

他的讲话，静静等了大约半分钟，直到

杂音停了下来，他才继续，“我身体虚，

声音也太小了，怕你们听不到。”此时，

有一位迟到的女生，进门后为他献上一

束鲜花，刘胜平接过来，在家人的帮助

下放在了床头。

一分钟后，刘胜平的腹部似乎出现

不适，他按压住腹部。他的兄弟和妻子

立即上前，轻轻按压着他的腹部，用手

在隆起的肚皮上轻轻按摩。刘胜平的声

音弱下去一会儿，又继续讲起来。

整个过程，没有人打断，隔壁病床

的患者也放低声音，静静观摩着这场病

床上的课堂。

一边“上课”，一边需专人按压腹部

标签：音乐狂

他对音乐充满执着

标签：好老师

病床上

还为学生策划节目

标签：专业强人

专业知识得到学院认可

昨日下午2时30分， 华西医院

传染科的一间病房内，一堂特殊的

课开始了。约20名学生围绕在病床

前，听病床上的老师为他们上“最

后一课”。

这位音乐老师刘胜平今年34

岁，4月份被诊断患有慢加急性肝

衰竭、肝硬化等疾病，经过近10余

次人工肝治疗， 效果并不理想。家

人介绍， 肝移植是最好的治疗方

式，但因高昂的医疗费，他已两次

错过肝源。

自感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刘

胜平提出，想见一下学生们，为他

们再上“最后一课”，把自己学习

和授课的经验感悟分享给大家。身

体所限，“最后一课” 只持续了13

分钟，然后，师生合唱的一曲《感恩

的心》，让大家都落了泪。

昨日中午，躺在病床上的刘胜平告

诉记者，自己从一两年前就感觉身体出

了点小问题， 但医疗保健意识不够强，

一直带病工作，直到今年4月初，家人和

同事见他脸色黄得异常，强行要求他去

检查，他拖了一周后才去社区医院，4月

7日又去了成都市传染病医院， 医生要

求立即住院。 经成都市传染病医院诊

断，他患有肝衰竭、肝硬化、酒精肝等疾

病，已到了危重程度。住院20多天后，家

人又将其转到了华西医院。

目前， 刘胜平在接受人工肝治疗，

已进行了十七八次。“效果不理想，最好

的办法是肝脏移植”，妻子胡德英说，不

是没有合适肝源， 第一次联系到时，需

要准备至少30万手术费用， 家里只有8

万。没过多久，又有了第二次肝源，家里

也只准备够了10万，又错过了。

刘胜平老家在达州，师专毕业后分

配到一家乡村小学教书两年，本着对音

乐的热爱，2002年他考上了川音， 毕业

后就在成都创业， 在培训机构做过。两

年多前，他来到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演艺学院，成为一名兼职声乐老师。

1.

如果你想帮

助这位老师 ，请扫

码 下 载 成 都 商 报

客 户 端 进 入 “投

诉 ”频道 “我要求

助”栏目。

2.

如果你也遇

到困难需要帮助 ，

请扫码下载成都商

报客户端进入 “投

诉”频道 ，点击 “投

诉求助戳这里 ”上

传求助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逯望一

摄影记者 王勤

实习生 任毅

带病工作不察觉

等发现却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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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快跑闪亮蓉城 千个家庭捐出善款

公益不论形式、 不论年龄，只

要伸出手，就是一份爱的传递。

5月30日，在环球中心内，合生

元母婴救助基金 “超级Q宝 亲亲

快跑”第二季成都站的活动迎来了

千个家庭，爸爸妈妈带着稚嫩的小

宝贝， 共同完成一份爱的事业。也

许，年幼的孩子并不知道，一天的

玩乐意味着什么，但父母的良苦用

心已经带领孩子走出了心怀爱心、

懂得付出的公益第一步。

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以每个

参与活动、完成集印章的家庭的名

义捐出365元投入公益项目， 以帮

助更多贫困重症的母婴。

“超级Q宝·亲亲快跑”是由合

生元母婴救助基金主办的全国巡回

亲子公益跑活动。

2014年“超级Q宝·亲亲快跑”

第一季全国巡回了七大城市，包括

广州、杭州、沈阳、南京、武汉、长沙

及上海， 线上线下接近2万个家庭

参与。

2015年 “超级Q宝亲亲快跑”

第二季已于 5月10日在合生元科研

中心首发，巡回广州、成都、南宁、合

肥、西安、厦门及北京。

本次活动号召全国8个月-4岁

宝宝的家庭共同参与。 但凡参与家

庭， 宝宝参加各项活动完成公益心

愿，在获得爱心证书后，合生元母婴

救助基金将以每个完成赛跑的家庭

名义捐出365元投入公益项目，以帮

助更多贫困重症的母婴。

“超级Q宝 亲亲快跑”

亲子公益活动简介

“现在的社会压力特别大，平时忙于

工作，周末想带孩子出去玩玩，但千篇一

律的游园活动、童乐会已经无法激起聪明

的小孩子的兴趣了”， 出生于1988年的一

位年轻妈妈在“超级Q宝 亲亲快跑”成都

站的活动现场感叹道， 以公益为出发点，

让孩子从小怀有感恩的心，“这样的形式，

我们愿意参与”，这位年轻的妈妈如是说。

据了解，“超级Q宝 亲亲快跑”是由

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主办的全国巡回亲

子公益跑活动,旨在传递“均衡健康亲子

互动”的教育理念。笔者注意到，当天的

活动分为了很多区域，包括为宝宝运动赛

跑专设的活力PQ区、 为开发宝宝智力专

设的聪明IQ区以及让孩子与家庭进行爱

心捐赠的爱心EQ区。

最具人气的还要属活力PQ区， 笔者

注意到，自早上10点活动开场后，活力PQ

区一直吸引了大量的爸爸妈妈和宝宝们。

据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的志愿者介绍，这

是整个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 赛道分为

8～12个月、1～2岁以及2～4岁三种跑道，

每一种跑道都需要父母在起跑处亲亲宝

贝，再在跑道末端迎接宝贝的到来，亲亲

他，“虽然，这样的形式很简单，但我们希

望，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父母能够分享

与宝宝共同成长的喜悦，同时，宝宝也能

感受到父母陪伴的快乐”。

合生元作为一个用心专注母婴营养

与健康的上市公司，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一

直不忘回馈社会， 关爱更多母婴人群。从

2007年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成立合

生元母婴救助基金以来，至2015年4月，合

生元母婴救助基金募集善款接近2000万

元， 救助超过510名贫困重症孕产妇及儿

童，受助地区遍及全国。

近3年以来， 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在

包括四川、云南以及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

救助超过30位重症母婴， 从西瓜爸爸、泸

州连体婴、四川五个脑瘫患儿、泸州弃婴

等等， 我们的爱心足迹遍及西南各个地

方。在2013年4月，四川雅安芦山地区发生

七点零级地震，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于震

灾发生当日决定捐出人民币100万元整用

于人员救助及灾后重建。目前，该捐款援

建的落坝小学也即将竣工。

“未来，合生元公司全体员工将继续

牵手西南地区的妈妈们，继续为大家提供

更优质的产品、更周到的服务、更大范围

的爱心事业。我们相信，有合生元公司的

努力和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关注与支持，我

们的爱心救助行动一定会给全国各地贫

困母婴患者带来更多福音。”

公益之名

分享成长

公益之路

永不止步

病房里的“最后一课”

34岁音乐老师刘胜平身患重病，在病房里为学生上“最后一课”，分享自己的经验感悟

▲

从内心来讲，我非常想把同学们带到大四毕业，可是天

公不作美。在我即将完成最后几步路时，我想把我多年的艺

术学习经验分享给你们。谈不上学术高度，是我在基层的学

习和教学中，总结出的同学们要注意的问题。

1

，首先要有一个好的体魄，关注健康，老师在这方面真

做得不好。

2

，一定要有好的心态，耐得住寂寞。尤其是男孩子，等你

进入社会，人家开宝马奔驰，住洋房别墅，还是会羡慕，女孩

子也一样。不是说我的学生都是拜金主义者，社会上的确有

这样的现象，最艰难的时候，到底是下海经商，还是执着于专

业和学术，很难取决。我之前的同学，上学时都差不多，毕业

后有的读研、考博士，经济上就会有一些困难。还有的同学遇

到好的机会，经商下海，再过十年，这两个同学的经济状况就

是天壤之别。

3

，我觉得特别是基本功，绝对是练出来的，一定要勤学

苦练。你们几个学生，很多没有每天练到两个小时吧。大弟子

的学习态度很像我以前，说

100

句话有

99

句都在谈专业。

4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歌唱家、舞

蹈家。如果定位是歌唱家，有这个料子，就按照这个方案；不

行，就把目标降低一点。

5

，有一个好的策划，埋头开车是没有用的，要有一个好

的规划。

6

，我希望你们是的确喜欢这方面，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这些都是我内心最宝贵的东西，是我多年摸索出来的。

哪怕现在苍天给我留的时间不多了， 只希望能够把我一个

基层的老师这些小小的思想，给弟子们。也许我真正闭上眼

睛的那一刹那，想到这一刻也是非常高兴。这就是生命尽头

一场特殊的声乐课，没有钢琴，没有翻唱，只有心和微薄的

体力。

就到此为止，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吧。

据胡德英介绍， 从上周末开始，丈

夫的病情又加重， 出现了不少并发症。

他有严重的腹水， 肚子肿得像皮球一

样，必须每隔一天就抽一次。其次，他食

欲不振， 吃点水果稀饭都很快吐出来，

可是不吃东西的话，就吃不下去药物。

“吃不下药，人就更糟糕”，她称，

医生与她谈过肝移植的问题，而与此同

时，丈夫却提出了放弃治疗，“他之前都

比较积极乐观， 但身体确实太难受了，

又凑不够钱。”

刘胜平提出一个要求，想再见一下

学生，给他们上“最后一课”。昨日下

午，他向记者说，感觉自己在慢慢靠近

死亡，想给自己的音乐教育事业画一个

完美的句号，也当作是给自己的一个安

慰，“在工作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认真

的老师。生命垂危时，我想把多年来学

习工作的经验， 传递给我的学生。”他

说， 这是生命末端的一堂特殊课程，也

算是自己对社会的一点捐赠。

死神来跟我招手时

想留点东西给学生

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活动

6月3日、7日以下影院将免费放

映《焦裕禄》。 成都太平洋电影城

（旗舰店）； 成都王府井电影城；成

都太平洋影城（川师店）；成都新时

代影城（蜀都花园店）； 万达影城

（锦华店）； 四川峨影1958电影城；

成都新城市影城；和平电影院；万达

影城（金沙店）；成都金沙紫荆电影

城；成都沙湾紫荆影城；成都万达影

城（金牛店）；东方世纪影城；成都

中影太平洋影城（千盛店）；成都太

平洋电影城（武侯店）；成都万达电

影城（红牌楼店）；星美学府影城；双

楠电影城；沙河电影城；成都新时代

电影城（高塔旗舰店）；影立方773I-

MAX影城； 成都万达电影城（成华

店）；成都紫荆电影城；蜀西紫荆影

城；保利万和影城(奥克斯店)。

别人眼中的他

标签：工作狂

同时做三份工作

“最后一课”结束，有学生提议

师生合唱一首，刘胜平选了《感恩的

心》。

“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学生

们唱了几句就开始哽咽， 无法继续。倒

是刘胜平自己， 小声哼了下去，“我还

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

我不认输……”

曲终， 他似乎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了一句，“好了，你们去玩吧。”

师生合唱《感恩的心》

相约徒步旅游

两驴友魂断归途

相约外出徒步旅游， 却在归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 致使两名驴友遇

难。5月30日16时许， 内江市威远县

境内，一辆载有5名驴友的轿车冲下

10多米高的陡坡，砸中一幢民房。经

威远县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证实，

事故致使车内5人中的2人死亡、3人

受伤。所幸，事发时民房内无人。目

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事发后， 此次事故中的3名伤者

被送往威远县人民医院救治。昨日中

午，成都商报记者在医院采访，其中

一名伤者只透露，他们是一起出去徒

步旅游。另一名伤者家属介绍，此次

外出徒步旅游的共有10多人，分别乘

坐多辆车， 大部分人年龄四五十岁，

相互之间都认识。“此次是一个QQ

群的相约外出徒步旅游，但具体谁组

织的，不太清楚。”但成都商报记者

联系上QQ群群主，其否认了群内组

织了此次活动。记者也未能联系上此

次徒步旅游的其他同行者。

钟艳华 林愈斌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昨日，刘胜平在病房里给学生们上最后一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