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能帮3岁女童再听到妈

妈的呼唤 追踪

责编 徐剑 编辑 郭庄 杜蔚 美编 杨英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16

2015年7月2日

星期四

社会

阿坝县抗洪救灾

一大学生村官遇难

6月26日以来，阿坝县连续发生

强降水， 导致16个乡镇不同程度受

灾。6月30日下午， 格尔登玛村大学

生村官罗州仁青在组织群众自救安

置后，前往乡政府汇报灾情。不料，

途中突遇山洪暴发，他不幸遇难

6月26日以来，阿坝县连续发生

强降水， 导致16个乡镇不同程度受

灾。 该县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投入到

抗洪救灾和灾情排查工作中。6月30

日下午， 格尔登玛村大学生村官罗

州仁青在组织群众自救安置后，前

往乡政府汇报灾情。不料，途中突遇

山洪暴发，他不幸被卷走。

据介绍， 罗州仁青于2010年参

加工作，年仅28岁。事件发生后，阿

坝县立即组织130余人开展搜救工

作。昨晚8时40分左右，记者从阿坝

县委宣传部获悉， 经过20多小时的

搜寻，罗州仁青遗体已经找到。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市民维权要趁早

民事权利诉讼时效期:2年

新房住了几年， 可是房产证却

迟迟没有办下来， 西昌长安国际小

区的40名业主向凉山仲裁委员会

（下简称凉山仲裁）提出申请，要求

开发商支付违约金。今年端午节前，

40名业主终于拿到了50余万赔偿

款。 见小区首批维权的40名业主获

得赔偿， 其余业主也纷纷想追讨赔

偿， 可是却被告知已经超过了二年

的诉讼时效期。律师提醒消费者，维

权要趁早， 以免在等待观望过程中

错失了维权时效期。

西昌市长安国际小区的400多户

业主，2012年收房入住，但直到2013年

还未拿到房产证。 小区首批40名维权

业主向凉山仲裁提出申请， 要求开发

商支付违约金。2014年7月27日， 经凉

山仲裁裁定，开发商的行为构成违约，

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近期，经法院强

制执行，40名维权业主的50余万赔偿

款，终于在今年端午节前，全部兑现到

各户业主手中。见此，其余业主也想追

讨赔偿， 但在他们提交仲裁申请时却

被告知已超过了维权时效。原来，关于

仲裁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

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

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据曾经为小区业主打官司的四

川星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苟丽君说，

多数业主前期是观望而不是维权，

见到其他业主相关赔偿款到手了，

才主张维权， 殊不知在等待观望过

程中已经错失了维权时效期。

杨玲玲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思乡情切

百岁游子想回家看看

“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联系，我们都

以为他不在人世了。” 郑玉芳向成都商

报记者回忆，哥哥原名叫郑天喜，十七八

岁便随二舅到重庆合川一大户人家帮忙

干活。1937年前后， 哥哥再次到合川，临

行前，还背着她在村子里兜了一圈。两人

都未想到，下一次相聚竟是78年后。

郑玉芳回忆， 哥哥到合川不久，家

里便接到二舅的来信，称哥哥要出川抗

战，父亲闻讯赶往合川劝说。

“哪晓得哥哥说宁愿去当几年

兵，回来继续给原来的主人家干活，妈

听说这件事后一直生气。”此后，郑天

付与家里再无联系， 家人都以为他已

不在人世。

郑天付向随行志愿者回忆，当年进

入部队后， 在新兵连给连长当勤务兵，

闲暇时便将子弹的火药倒出来，然后在

枪管里塞上小石子，练习打麻雀，久而

久之，他竟然练得一手好枪法。抗战中，

他在武汉、长沙、大别山等地参加过多

次大战。

抗战结束后，郑天付随部队到山东

济南，后来又到了安徽阜阳。他留在阜

南县地城镇一地主家做苦力，并与一位

离异并带着两个女孩的当地妇女结婚，

随后生育了三个女儿。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念念不忘他

的家乡， 特别是前些年岳母去世后，他

思乡的情绪变得更重。” 郑天付的三女

婿李传喜说，岳父与其亲妹妹取得联系

后，更加想回老家看看。但由于几姊妹

的经济条件都不好，一直未能成行。

103岁抗战老兵苦等78年

今天，他回家和86岁妹妹相见

他用军礼

向家乡致敬

得知郑天付老人想回家寻亲的

消息后，《阜阳城市周报》 和川皖两

地志愿者联合《成都商报》等媒体发

起“送抗战老兵”回家公益活动。6月

30日，在征得郑天付本人和其亲属的

同意后， 这位103岁的老人在志愿者

和两位亲人的陪同下，终于踏上归家

的路。

6月29日， 一直对接此事的辉景

乡派出所副所长陈劲松到郑玉芳家

提前告诉了这一喜讯。郑玉芳听后老

泪纵横：“终于回来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一直盼着他回来啊。”她在前几

天听说哥哥最近要回来的消息后，已

将家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还更换

了床单被套。

昨日下午5时， 一辆安徽牌照中

巴车缓缓驶出南充北高速出口，早已

在此等候的志愿者用笑脸、 掌声、鲜

花迎接一位远方游子的归来，郑天付

下车向在场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郑玉芳没出现在迎接的队伍中，因为

志愿者担心她的安全，劝她在家里安

心等待。

“我终于回家了，高兴得很。”在

安徽生活60多年，郑天付一口安徽话

里仍带着浓浓的川音。 由于年事已

高，加上旅途劳累，昨日，郑天付老人

并未立即赶往老家，而是在南充城区

的酒店住下。

今天，他将回到位于南充市顺庆

区辉景乡的老家， 走访当年的老屋，

亲人们也将摆下酒席，庆祝78年后的

亲人重逢。对于郑天付和郑玉芳两兄

妹来说，这一天实在等得太久了。

张文敏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一身唐装，拄着

拐杖……从安徽阜

阳到四川南充，昨天

下午5时， 郑天付在

安徽志愿者的陪同

下，终于回到阔别78

年的家乡。当年走出

去的年轻小伙儿，再

回故乡已白发苍苍。

老人感慨万分：“我

终于回家了。”

1937年前后，郑

天付进入国民党部

队，抗战结束后定居

安徽阜阳， 再未回

川。去年初，在川皖

两地志愿者和警方

的接力帮助下，郑天

付终于找到了自己

在南充的亲妹妹。

今天，郑天付老

人将在川皖两地志

愿者的陪同下前往

老家与妹妹见面。这

一天，两位老人已等

了78年。

寻亲多年

“意外”找到86岁的妹妹

在安徽阜阳定居60多年，郑天付还是想回

老家看看。但出川抗战后，他便与家人彻底失

去联系，70多年过去， 老人对家乡的记忆已变

得模糊。他说，自己是南充市顺庆区大堰沟村

人，年轻时也曾数次给老家发电报、写信，但终

未能与家人取得联系。

2013年10月，南充顺庆区辉景乡派出所副

所长陈劲松接到求助电话，希望帮忙核实辖区

大堰沟村是否有抗战老兵郑天付的亲人。村民

曾仲伦闻讯大喜，以为自己失去联系多年的三

哥找到了。几个月后，郑天付受邀前往北京参

加《等着我》寻亲节目，曾仲伦因病未能参加，

由陈劲松带着他的照片到北京， 不过经DNA

鉴定，曾仲伦和郑天付并无血缘关系。

“郑老当时说了一些有关老家的情况，我

觉得他应该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回到南充，陈

劲松将一段关于郑天付的视频资料带到曾仲

伦家里播放， 由于村里当年有不少人出川抗

战，村民们闻讯赶来，希望找到自己的亲人。

曾仲伦的老伴郑玉芳死死盯着视频画面，

“哥哥郑天喜当年出川抗战， 难道这个人是我

的哥哥？”陈劲松和村民一边看视频里的老人，

一边端详86岁的郑玉芳，“像，两个人确实长得

太像了。” 陈劲松赶紧让郑玉芳讲了一些当年

的家庭情况， 以及父母亲姓名和其他家庭成

员。经过多种信息的反复确认，郑玉芳就是郑

天付的亲妹妹。

之后， 郑天付和郑玉芳经常通电话，但

因离开家乡太久，双方交流起来语言上有些

障碍，每次都说不上几句话，有时候甚至需

要亲人用普通话帮忙“翻译”。郑玉芳说，家

里几姊妹如今只剩下她一人，哥哥的出现让

她又多了一丝期盼。

爱心市民及机构

愿为娃娃再买只“耳朵”

6月29日，带女儿艺宁外出回来

时，妈妈发现女儿的“耳朵”（人工

耳蜗）丢失了。这个家庭无力承担

购买人工耳蜗的费用，6月30日，艺

宁的妈妈求助于成都商报客户端

“投诉”频道：“希望好心人帮我女

儿找找丢失的‘耳朵’。”

7月1日，小艺宁“耳朵”丢失一

事见报后，立即引来了多方关注。数

十位爱心人士及相关机构均表示，

愿意为娃娃资助耳蜗。

其中，在北京工作的晏先生乘坐

川航飞机出差前往济南的路途中，看

到成都商报的报道，在与记者的电话

沟通中，晏先生表示，自己在飞机上

看到这则新闻后， 觉得很受触动，自

己也是初为人父，所以非常能理解艺

宁妈妈对孩子的爱和呵护。如果艺宁

妈妈在一周后还是无法找到耳蜗，自

己愿意给娃娃资助一个，让孩子早点

能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

另外，成都市数十位爱心市民表

示，希望给孩子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援

助。其中，一位不愿透露个人信息的

张先生表示，自己愿意出6000元帮助

娃娃购买新的耳蜗外机。同时，成都

市慈善总会也致电商报表示愿为孩

子提供帮助。7月1日傍晚， 温江永宁

镇相关社区工作人员也赶到了艺宁

妈妈的出租屋中，愿意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给娃娃提供帮助。还有部分热

心市民希望得知艺宁妈妈的银行账

号可以直接进行资金帮助。

“很感谢大家，但现在我还是先

找一找，说不定会找回来的。”艺宁

妈妈在电话中激动的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自己考虑了一下，暂时还是不

能接受这些好心人的资助。“毕竟谁

的钱都是辛苦挣来的， 我会继续帮

女儿找耳蜗， 直到确认无法找到为

止。在此之前，我尽量不给好心人添

麻烦。”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一把U型锁 困住鱼儿大半年

市民付女士隔三差五就会经过二环

路西二段与草堂北支路交叉路口。 去年

底，付女士注意到，路口一家临街铺子关

了门。在铺子的落地窗里，有一个长约1.5

米、高约1米、宽约0.8米的鱼缸，鱼缸里有

大约30条观赏鱼。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家临

街的铺子始终是大门紧闭，鱼儿却在一天

天变少。 据店铺旁边的培训学校老师介

绍，有时候，早上发现一条小鱼死了，晚上

就发现尸体被大鱼全吃光了。除了鱼越来

越少，鱼缸里的水也在不断蒸发、越来越

浑浊。

6月24日，付女士再次经过这里，看见

鱼缸中的许多鱼儿奄奄一息，顿时心生怜

悯。“没看见就算了，看见了就没办法（不

救）。” 可是， 铺子玻璃门上的一把U型

锁，令付女士与鱼儿只能隔窗相望。

市民发援信 建微信群救鱼儿

当天，付女士就找到了物管，可是依

然打不开铺子的门。“U型锁的钥匙我也

没有，房租还没到期。”进屋救鱼，房东俞

先生也是无能为力。

“听朋友说，鱼儿没东西吃，最多只

能活半年。”得知这一情况，付女士愈发

担心鱼儿的安危，于是她发出了“谁来救

救这些鱼”的求援信，张贴在了铺面玻璃

门上。 为了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营

救鱼缸中剩余的19条鱼儿，6月25日付女

士还在求援信上加上了自己的微信二维

码。不到1天时间，就有3位市民加入到了

付女士的阵营。

王小姐上下班都会经过这里， 也一

直想营救被困的鱼儿， 所以看到付女士

的“召唤”之后，她二话没说就决定加

入。市民申先生是做网络的，平时工作比

较忙， 他则在网上呼吁更多人关注鱼儿

的命运。付女士告诉记者，另一个加她微

信的是一个10多岁的男孩， 他也一直关

心着救鱼的进展。

6月25日，付女士又建了一个微信群，

总共有40个人，除了上述3人之外，还有住

在附近的热心居民及她的朋友。“干脆把

门砸了！”“不要冲动，先咨询一下律师！”

群上，为了19条生命，大伙儿各抒己见。

破锁开门 17条鱼儿存活下来

6月27日，付女士、王小姐拨打了110

报警。青羊公安分局民警及街办工作人员

来到现场，在了解了情况之后，救鱼行动

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警方、街办的见证之下，付女士请

来开锁师傅， 破坏了U型锁打开了门，19

条鱼儿被装进早已准备好的大桶时，不少

都已奄奄一息。随后，王小姐将19条鱼儿

带回家，给它们喂食，还特地买来充氧泵。

在王小姐的精心照料下，19条鱼大多

转危为安， 仅2条没能救活。“9条在浣花

溪放生了，5条被爱心人士领养了， 还有3

条在我的家中。”王小姐说，这3条鱼状态

不太好， 盲目放生很难存活，“等它们状

态好点之后，也会选择放生。”

付女士说，为了营救鱼儿，虽然花了

140元的开锁费、换锁费，但她却觉得很值

得，“至少鱼儿有救了。”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图片由网友提供）

公司关门了 鱼缸中的观赏鱼苦熬大半年

破锁开门 40名网友救活17条鱼儿

四川农业大学水产系副教授杨世

勇告诉记者， 在十分饥饿等极端情况

下，观赏鱼也可能出现相互攻击、同类

相残的情况，不排除相互蚕食的可能。

同时，在不吃任何食物的情况下，鱼儿

存活一两个月不成问题。“最多能存活

多长时间，是没有定论的。”杨世勇说，

这要依据鱼儿之前的饲养状况， 不排

除鱼缸中还有不易发现的固体食物。

“谁来救救这些鱼？”二环路西二段与草堂北支路交叉路口，一家临街的铺

子关门歇业大半年时间，铺面的落地窗内，有一个大鱼缸，几十条观赏鱼正在逐

渐减少。

经常上班经过这里的市民付女士，心中不禁起了怜悯之心，可是铺面玻璃门

上的一把U型锁，令她难以向鱼儿们施以援手。不得已，付女士在玻璃门上贴出一

张“谁来救救这些鱼”的求援信，还留下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不到1天的时间，3

位热心的市民添加了她的微信，后来一个40人的微信群建立起来，大伙儿群策群

力共同营救鱼缸中的19条生命……

专家：鱼儿存活上限没有定论

市民放生被救活的鱼儿

核心

提示

家乡的亲人恭迎老兵回乡

“故乡，我终于回来了！”

被网友救下的鱼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