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是“本色”，还是巴厘岛，还有比“乡土”婚纱照更惨的——

这次 新人被海浪拍到岩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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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热天看到自己的巴
厘岛婚纱照倒吸一口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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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因病脑瘫的孩子，她独自挑起
了照顾孩子的重担，12年来没有因为家
庭的贫困而放弃对孩子的治疗。但不幸
的是，孩子最终没能战胜病魔，她决定将
孩子的肝脏、肾脏无偿捐赠给需要帮助
的病人，用另一种方式回报社会的关怀，
延续她对孩子的爱。这位自强不息，彰显
大爱的母亲，就是成都郫县团结镇石堤
村2组村民张顺英。

突生变故 单亲妈妈挑起生活重担

1999年12月1日，张顺英儿子巫红
军出生，但在2岁半时，巫红军因为一场
连续的高烧引发了脑炎，并留下了脑瘫
伴癫痫的后遗症。

张顺英和丈夫靠在外地打工为生，
孩子生病后全家只能靠丈夫的收入维持
生活。张顺英把全部的积蓄都用在了给
军军看病上，巨大的开销让这个家庭难
以承受，渐渐地张顺英与丈夫之间也矛
盾增加。在巫红军3岁时，丈夫与张顺英

离婚，从此单亲妈妈张顺英就与残疾儿
子巫红军相依为命。

为了维持生计，张顺英蹬过三轮，卖
过冰粉、凉面，在饭店里洗过盘子，茶楼
里做过服务员……为了存钱给孩子治
病，家里吃的都是自家种的菜，用的都是
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她跑遍了成都大大
小小的医院，她的心愿就是能将军军的
病治好，让他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希望破灭 捐献孩子器官帮助别人

2014 年 3 月，听说成都军区总医院
对脑瘫儿的治疗很有效，张顺英的心中
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她东拼西凑，筹集了
一万余元将儿子送到医院。

3月7日，巫红军的第一次开颅手术
非常成功，然而手术后第三天，军军病情
突然恶化，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六天
后，医生告诉张顺英一个不幸的消息：

“军军始终没有自主呼吸，已经处于脑死
亡状态。”这一个消息让原本盼望儿子能

康复的张顺英伤心欲绝。
儿子走了，都没能让他吃上一顿大

餐，张顺英心里满是对儿子的愧疚。看着
病房里其他的孩子还在苦苦地等待救
治，张顺英萌生出了一个念头：捐献孩子
的器官。“有次看到，病房里一个小女孩
脸色苍白，苦苦等待救治，我心很疼。如
果我的孩子离去了，就让他去帮助其他
人吧，去回报好心人。”

劝说家人 最终实现感恩夙愿

得知了张顺英的这个决定，所有亲
友都极力反对。军军生前和外婆一起生
活，他和外婆的感情很深，得知张顺英要
捐献器官的决定，外婆怎么也接受不了。

“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但一直都有
好心人的帮助。”张顺英向家人细数着这
些年得到的帮助，最终军军的外婆同意了
捐赠。一些亲友在张顺英的劝说下理解了
她的决定，但仍然有一些不理解她的做
法，顶着压力张顺英签下了器官捐献书。3

月 21 日当晚，巫红军救治无效、不幸离
世，几个小时后，他的两个肾、一个肝分别
无偿捐献给成都陆军军区医院和天津红
十字医院的三名等待器官移植的陌生人。

这一消息传回了石堤村，顿时在村里
炸开了锅。大家众说纷纭，更多地却是对
张顺英的不理解。面对大家的议论，张顺
英却很平静：“也许村里有人不太理解，我
还是认为，我的孩子做了很好的事情。”

军军离去后，张顺英选择了外出打
工，这些年来为给军军看病家中债台高
筑。经过一年的努力，张顺英用自己的双
手基本还清了全部的债务。在今年清明
节的时候，张顺英收到了来自天津红十
字会的一条短信。短信上说，天津红十字
会为军军建造了纪念碑，并在清明时在
纪念碑前给军军扫墓。收到短信的张顺
英感慨万分，“我的孩子更多的是得到大
家的帮助，现在他帮助了别人，大家都还
记得他，是我得到的最大的安慰。”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刘娜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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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哥”刘守平：
回乡创业 带领乡亲打造草莓之乡

在平桥乡提起刘守平，人人都竖大
拇指。他患有先天性脊椎弯曲病，肢体四
级残疾，但他致富不忘家乡人，回乡创
业，带领家乡人民种植草莓走上了致富
之路，帮助困难家庭、残疾人解决就业问
题。他还长期帮助周围的残疾人、年满80
岁的老人和困难家庭的儿童，并与乡内
近20名学生建立了长期资助关系。

家庭贫困受帮助 不忘感恩家乡父老

刘守平在家排行老三，6岁的时候，
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在一次意外中
残疾，在他 16 岁时去世了。刘守平本人
患先天性脊椎弯曲病，后鉴定为肢体四
级残疾；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家境十分贫困。

由于母亲无法参加正常的集体劳
动，为了照顾他家，生产队和社员们将放
牛、喂猪这些较为轻松的活让给他们做。
母亲去世后，他顶替了生产队的名额，白

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开荒搞生产，挣“工
分”换口粮，晚上便割草喂牛。乡党委政
府的关怀，残联干部的帮扶，刘守平家一
次一次渡过了难关。从那时起，刘守平就
暗自发誓：“将来一定要为家乡做一两件
事儿，感谢乡亲父老，回报党和社会。”

卖水果起家 帮乡亲垫付车费

18岁那年，刘守平独自踏上了外出
打工的道路，看过铺子、卖过火车票，睡过
桥洞……最后，在老乡的指点下学做卖花
生、水果的小生意。“虽然那时很苦，但是
也为自己积累了很多精神上的财富。”

1987年，刘守平到成都做起了水果
生意。因为诚信经营，起早贪黑地辛勤工
作，生意渐渐越做越火。11年后，他与朋
友合伙开起了“新天地”货运公司，成了
小有名气的水果经纪人。2006年，他筹款
40万元买下了一个火车票代售点，并成
立了成都市路路通票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彼时，刘守平的年收入达 50 万元以
上，可以说是过上了名副其实的小康生
活。

虽然自己过上了好日子，但只要一
想到家乡的父老乡亲还从事着传统的

“麦、玉、苕”种植，过着较为贫穷的生活，
刘守平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总想着要
做点什么。金堂县是个劳务输出大县，平
桥乡的外出务工人员也非常多，刘守平
就利用自己的售票点帮助家乡的老百姓
解决买票难问题。近年来，代购的车票不
下 5000 张，有时候还为大家垫付票钱。
可是，他依然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成立草莓专业合作社 带领村民致富

2011年，刘守平联合6个股东，投入
近 600 万元资金，成立了四川金森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市、县残联对农村
贫困残疾人种养殖业扶持政策下，他在
家乡成立了成都金堂金森冬草莓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在五盛村 1、2、4、7 组建冬
草莓种植基地，产业工人长期保持 180
余人，并带动全乡 400 余户（26 户残疾
人）家庭发展草莓及其它种养殖业，并邀
请农业技术专家，对残疾人家庭开展草
莓栽培及其他种养殖技术培训，通过传、
帮、带，解决当地富余劳动力及残疾人就
业，引导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

刘守平通过“专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形式，带动200余户农户参与冬
草莓种植，面积达 1500 亩，免费为农户
提供种苗、全程技术服务、果品义务销售
等。2013 年带动农户 3000 户，种植面积
达5000亩，把家乡建成草莓之乡。

已经种了 17 年草莓的赖志林是刘
守平好不容易请来的技术专家。在近10
次的接触后，56岁的赖志林终于被眼前
这位跛足的中年男人打动，决定为其提
供草莓种植技术，帮助引进新品种。赖志
林说，打动自己的不仅有刘守平身残志
坚的精神，更有他带领乡亲致富的决心。

大爱妈妈张顺英：
捐献爱子器官 让3名陌生人重获新生

将来一定要为家乡
做一两件事儿，感谢乡
亲父老，回报党和社会。

我的孩子更多的是
得到大家的帮助，现在
他帮助了别人，大家都
还记得他，是我得到的
最大的安慰。

刘守平：

张顺英：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5201期 排
列3中奖号码：063，全

国中奖注数 1890 注，每注奖额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06382，
全国中奖注数4注，每注奖额10万
元。●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5086期开奖结果：前区 05、09、
11、15、32 后区 04、09。一等奖 2
注，每注奖金 9941256 元，追加 0
注；二等奖51注，每注奖金90748
元，追加14注，每注奖金54448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3D”第
2015201期开奖结果：
905，单选 33001 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
奖金 346 元，组选 6，36451 注，单
注奖金 173 元。●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5086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04、08、16、19、25、05、06，特别号
码：28。一等奖 1 注，单注奖金
1273796元。二等奖 10注，单注奖
金 1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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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兑彩票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99～121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能
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
弱影响。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
减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日
多云间晴，局部阵雨或雷雨
23℃-34℃ 偏南风1-3级
明日
多云间晴
23℃-34℃ 偏南风1-3级

今日
尾号
限行 2 7

昨 日 记 者 从
林小明和张花花
处 了 解 到 ，昨 日
晚，本色视觉海外
婚纱摄影派专人
前往绵阳与两人
沟通，相关协商结
果会在今日得出。

此 前 7 月 25
日，花花已经向消
费者投诉举报专线
12315 打 去 电 话 。
相关工作人员告
知，将在 5 到 10 个
工作日内给出答
复，依照调查情况，
看是否受理。

近日，成都商报独家报道了《大热天看到自己的巴厘岛婚纱照倒吸一口凉气》，四川绵阳夫妇林小明和张花花用了2.9万元
在本色视觉海外婚纱摄影成都分店报名前往巴厘岛拍摄婚纱照，拍出的照片让两人哭笑不得。昨日，武汉的王先生打来成都商
报热线，称6月份在本色视觉海外婚纱摄影武汉分店交纳12999元后，也是前往巴厘岛拍摄婚纱照，“拍照场景、拍照动作很多
都跟张花花他们一样！也是一种乡土的感觉！”

唯一不同的，是在拍摄中王先生和妻子被海浪拍在了岩石上，受伤后的妻子直接去了医院，目前双方正在协调处理中。

昨日，成都商报热线接到武汉王先
生打来的电话，他告诉记者，和林小明、
张花花一样，自己也是选择的本色视觉
海外摄影机构拍摄婚纱店，“我去的是
武汉分店，拍摄地点也是巴厘岛，部分
选景都和张花花他们一样！”婚纱照拍
摄价格为12999元。

据王先生讲述，6 月 27 日，夫妇俩
在拍摄期间体验了一把“被浪拍在沙
滩上”的感觉，“当时海浪是比较大的，
摄影师让我们两个坐在沙滩上。拍摄
期间有两个大浪冲过来，摄影师没有
提醒我们，我们被冲击到岸边的岩石
上，并造成受伤。”王先生本人还好，受
伤更严重的是妻子冯小姐，“撞到岩石
上，她左臂和左腿都有严重的刮痕，当
时就送往巴厘岛医院救治。回来后有
一周没去上班。”

在王先生提供的微信截图中，一
名自称是武汉分店的经理解释是海浪
意外：“这个是海浪意外，摄影师也是
为了拍好片，摄影师的工作是以拍摄
精美画面为首任，同时也会评估风
险，在拍照过程中的磕磕碰碰谁也无
法避免。”随后，这名经理表示会赔偿
1000元，费用从摄影师工资中扣除。

昨晚，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本色
视觉海外婚纱摄影武汉分店相关负责
人，对方以开车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
访，随后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成都商报记者也联系上此次巴厘岛拍
摄的摄影师雷先生，雷先生表示此事
已经全部交由北京总店处理，记者再
次联系上北京总店负责人韩先生，韩
先生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了解，目前
还不清楚。

业内
点评

2.9万拍的巴厘岛婚纱照
到底拍得如何

被海浪拍到岩石上
新娘送医院救治

花2.9万拍的巴厘岛婚纱照到底拍得如何？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
联系上四川一位拍摄过上万组婚纱照的专业摄影师阿礼姐姐（化名），针
对其中不同场景的照片点评其中败笔。

阿礼指出，从整体来看，不管废片也好正片也好，拍出这样一组照
片，这个摄影师的基本功肯定是欠缺的。

点评
这 张 照 片 意 境 、光 线 运 用

都 很 好 ，细 节 上 就 是 男 孩 衣 服
显得比较邋遢，皱皱巴巴的。

这张有两个问题，第一是
背景选得不太好，各种颜色显
得背景杂乱。第二对女孩脸型
的把控不太好，下巴翘着、鼻孔
对着镜头，这种角度只适合脸
型特别完美的女性，普通人用
这种角度会显得脸特别圆。

首先，广角、机位的运用，显
得女生特别高大，男生反而矮
小。其次，取景背景有些杂乱，没
有突出主题，就是两人走过去而
已，地面也没有起到美观的作
用。摄影师没有景深的运用，没
有拍出整张照片的层次。

点评 点评

再曝
囧事

最新进展

消费者打
12315举报
婚纱店派人前往
绵阳处理

昨日上午9点10分，成都市气象台
发布短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内，
成都市区、郫县、温江、蒲江、双流，崇
州、新津、大邑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
雨，雷雨时伴有六级短时阵性大风。下
午3点，天空果然突变，成都市区狂风四
起，龙泉驿、郫县、新都等区县市突降暴
雨，并夹杂着冰雹。

赶上了这场风云突变的网友，纷纷
在微信和微博上发出了照片，“北边二
环外现在黄沙漫天，窗户都不敢打开
了！”在龙泉驿三联花木鱼鸟市场，大风
将市场的部分雨棚、木架掀翻在地，成
华区十陵方向的和友路顺和家园，大风
把楼上的雨棚掀翻，砸碎了楼下汽车的
挡风玻璃。而郫县、龙泉驿、新都等地下

起了冰雹，郫县犀浦西南交通大学南大
门的张先生，用手机拍下了照片，随地
捡起的冰雹有鹌鹑蛋一般大小。

今天白天多云，局部地方有阵雨或
雷雨，气温22～34℃；今后几天更是“蒸
蒸日上”，最高温基本驻留在34℃，不时
袭扰的阵雨更是“焖锅”加水。出门三分
熟，个人悠着点！

昨日狂风+冰雹 今日像“焖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