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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仅巴掌大的早产儿
奇迹康复出院

前天上午，在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早产儿诊治中心病房里，已长到5斤8
两的可爱女婴小七（化名）在新生儿
病房里住了3个月后，终于能健康出
院了。去年10月16日，小七早产时胎龄
仅有28周，体重仅有590克，经过医护
人员88个日夜的紧张救护，小七的各
项生命指标基本正常，可以健健康康
地回到父母身边了。

三个月前，怀孕还不到7个月的
小七妈妈达泽吉从青海班玛县赶到
成都求医，本身患有慢性高血压又是
35岁高龄，让她格外辛苦。在省妇幼
保健院，医生为她先做了一周的保胎
治疗，但收效甚微。“当时我们检测到
脐血流完全中断、胎心持续下降，如
果再这样下去宝宝肯定保不住，若让
她马上剖腹产出生则还有一线希
望，”早产儿诊治中心负责人张勇说。

就这样，不到1斤2两的小七提前
三个月来到人世，只有成年人巴掌
大。刚出生的她全身泛紫，无自主呼
吸，没有任何刺激反应，心跳也非常
微弱。医生立即进行抢救，几分钟后
奇迹出现：她开始呼吸了！就这样，小
七顽强地活了下来。三个月来，小七
在医生的帮助下闯过很多关，体重长
到了2900克，运动反应良好，情况不
错，可以出院了。出院前夕，小七的父
母给医护人员送来了锦旗，感谢他们
的照顾。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本届盛会的最大亮点，是成功登上
了京东成都馆、淘宝成都馆，以及西南
地区最大的社区生活类电商平台——
成都商报买够网。成都优质特色农产品
将通过京东、淘宝两大平台和买够网，
实现在全国的推广和销售。同时，在现
场更有众多实惠可捡。

据悉，组委会精心筛选了数十家企
业参与开幕式现场展览。届时，金堂脐
橙、崇州稻虾藕遇、郫县圆根萝卜、双低
菜籽油、低胆固醇鸡蛋、五彩花生……
线上线下，来自成都20个区市县的数百
个商家的近千种优质特色农产品一站
购齐。

“京东成都馆”“淘宝成都馆”压阵
嘉年华助力成都农产品“走出去”

成都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说，成都市
农委一直支持农产品企业和电商合作，
重点打造成都农业区域的公用品牌和
积聚成都优秀农产品企业和综合电商

企业的网购盛会。
据介绍，2015年1月，成都市农业委

员会和成都传媒集团共同主办了首届
成都特色优质农产品网购嘉年华，目的
是利用新春农产品消费旺季，充分利用
电商、传媒的优势，将“成都特色优质农
产品网购节”打造成全国独具特色的农
产品电子商务盛会、消费者购买成都特
色优质农产品的盛宴，进一步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首届成都
优质特色农产品嘉年华实现销售总额
1.01亿，共吸引上百万人参加，开启了成
都农产品电商领域的新局面。

据悉，第二届农产品网购嘉年华将
首次联合京东成都馆、淘宝成都馆两大
平台共同助阵此次活动，为成都农产品

“走出去”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成都20
个区（市）县，近千种优质特色农产品将
通过京东成都馆、淘宝成都馆、买够网
等平台全面呈现在全国消费者眼前。据
悉，从1月13日开始，消费者便可以在淘
宝成都馆、京东成都馆、买够网购买“优

质、优惠、地道”的成都特色产品。

买相因耍安逸
众多实惠等你来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在本次嘉年华
上，消费者可以品尽成都味儿——龙泉
的酱腌菜、都江堰的青城山茶叶、金堂
的羊肚菌、双流的紫山药、大邑的青梅
酒、崇州的稻虾藕遇、彭州的冷鲜肉、青
白江的葛根茶、邛崃的花秋茶叶、天府
新区的香草包、温江的酥糖、新繁的泡
菜……绿色有机、品质一流、品种丰富，
还物美价廉，一大波生态、健康、珍稀的
农产品在本次成都优质特色农产品网
购嘉年华上，都可以看到、尝到、买到。

嘉年华现场更有众多实惠可捡。成
都商报记者为你打听了，优惠多多，从
车厘子到茶叶腊肉，一元起拍等你来
抢；此外，试吃区东西多多，随便吃，不
要钱……紫薯粉、香菇酱、花生、脐橙、
草莓、龙眼……今年的成都优质特色农

产品网购嘉年华上，各种新鲜水果和农
产品成品摆上试吃区，随便吃，不要钱。
买够网还特邀幸福西饼做了一个3层的
大蛋糕，请市民免费品尝。

四川紫金都市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他们提供了一些袋装紫薯粉给大
家品尝，“紫薯粉是紫薯加工提纯后制
成的，加水冲调就可以吃。紫薯营养丰
富，含有大量花青素，特别推荐给长期
对着电脑的朋友当早餐。”成都民生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带来了香菇酱，重口味
的朋友吃香辣的，不能吃辣的朋友可选
原味的。

买够网年度精选好货，新春福袋也
将在成都优质特色农产品网购嘉年华
首发，限量发售。记者打探到，买够网
新春福袋主打年货，有崖蜜、香肠、菊花
茶、纸皮核桃、鲜花饼、牛轧糖、曲奇，都
是买够网的明星产品，性价比超高。无
论是自家吃或是作为单位福利、客户礼
品都很合适。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街上玩耍 4岁女儿再没回来

昨天一早，钟仁贵骑着电瓶车来到
解放西街。10年了，这条街的变化并不
大，包括他当年经营的一家按摩店、隔
壁的网吧也都还在。“只是旁边的蛋糕
店不在了。”钟仁贵说，那家也有一个女
孩，和他的女儿年龄相当，听说已长到
一米六七了。“女儿喜欢和她一起玩，现
在应该和她差不多高了”。

钟仁贵在行道树上挂起一张“寻找
14岁女孩钟金蓉”的宣传单，然后将一
些印有日历和全家人照片的小传单发
到路人手中。

2006年1月14日上午，他骑车去南
门做木工，女儿向他挥手说了再见，这
也成了父女俩最后一次见面。“当天下
午，就听说女儿丢了”。钟仁贵回忆，那
天下午3点，女儿一个人在外面玩耍，妻
子准备把孩子喊回来加件衣服，结果再
也没有见到她。

寻女遇骗子 花了八千冤枉钱

女儿不见了，钟仁贵挨家挨户打听
女儿信息，没有找到一丝线索。第二天，
有人打电话说女儿在红牌楼，让他准备
一些钱。

后来他们说要先打8000块钱，到温
江去领人。钟仁贵没有多想，打了钱，到
了约定的地点，却没有见到女儿。电话
响了，对方在电话里说，没有带走他的
女儿，只是想骗点钱……

钟仁贵挂掉了电话，他开始打印传
单，继续打听女儿下落。后来有人说在
上海看到他女儿，一模一样。“我第二天
就坐火车去了上海。”他确实在火车站
看到了很多儿童，但里面并没有女儿的
影子。

“当时我恨不得跟带走女儿的人拼
了！”钟仁贵报了警，提取了DNA保留在
基因库，后来又到了湖北、安徽、北京，
女儿依旧是杳无音信。

考虑女儿成长 曾暂停寻亲路

一连找了三年，钟仁贵决定先缓一
缓。他说，女儿年龄还小，他担心在寻找过
程中动静太大，影响女儿的生活。“她生活
在别人家庭，别人知道有人找，肯定不会
对她太好。”他说，还是准备在女儿大一点
之后再继续寻找。去年，他学会了上网，加
了20多个寻亲QQ群，还建了一个微博，希
望通过网络把信息传播出去，让女儿能够
看到，找到回家的路。

女儿在2006年1月14日走丢，10年后，
钟仁贵回到了同一个地方继续寻找。他表
示，自己担心以前有人害怕惹麻烦，没有告
诉他女儿丢失的事或者碰巧错过了知情人。
他印了1万多份传单，上面有女儿的照片。

“（女儿）左颈部有鸡蛋大小的伤疤，左胸
部整片烫伤，双手腕也有伤疤……”他说，
自己有种感觉，女儿会在20岁之前回家。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摄影记者 王天
志 实习生 张美娜 谭靖龄

逛吃逛吃逛吃，1元拍年货
今天，快来东郊记忆农产品嘉年华抢相因
京东、淘宝两大“成都馆”助阵，第二届成都特色优质农产品网购嘉年华今日盛大开幕

年货买齐了
吗？一大波价廉物
美的优质农产品正
在来袭……就在今
天，成都东郊记忆，
千万不要错过！

今日，堪称成
都农产品“双十一”
狂欢盛宴的第二届
成都优质特色农产
品网购嘉年华活
动，将在成都东郊
记忆盛大开幕。成
都商报记者获悉，
本次盛会由成都市
农业委员会、成都
市商务委、成都传
媒集团联合主办，
为期两天（15-16
日）。

十年失女两茫茫 寻无果 自难忘
十年爱女初长成 再寻女 在何方？

昨天中午，解放西街的一个拐角，
钟仁贵看到风吹起了传单，他赶紧一把
按住它们。传单上，是他女儿4岁时的照
片，10年前的1月14日，女儿在这个街口
消失后，再也没回来……

已经50多岁的钟仁贵，为了寻找女
儿，跑过湖南、上海、安徽，最后还是回
到女儿最初走丢的地方。“这么多年了，
即使以前有人担心惹麻烦不愿意说，现
在也敢开口了。”钟仁贵坚信，在女儿20
岁之前，他们终会相聚。

300多人微博助力
3小时找到
走失小孩家长

“哪家的娃娃，求各位转发”……13
日晚，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官方
微博@龙泉警方发布了一条信息——
当晚9点左右，十陵派出所接到一走失
小男孩，身穿灰黑色衣服，蓝色裤子、上
面有大嘴猴图案，黄色拖鞋。小娃娃不
知家人联系方式及住址。若能帮助联系
家人，请及时与十陵派出所联系。

该条微博迅速被300多位网友转
发，众人一起帮忙寻找联系小孩父母。
微博发出3小时左右后，派出所民警终
于在昨天凌晨和小孩父亲取得联系，
小孩顺利回到家中。

“娃娃吐词不清，我们通过谐音查
找了无数次都没有找到家长的姓名。”
十陵派出所民警叶警官透露，昨天凌
晨0点40分左右，孩子的父亲来到派出
所。孩子父亲说，孩子4岁，13日吃完晚
饭后告诉奶奶自己出去玩，然后就走
丢了。孩子奶奶以为孩子被父母带走
了，而他和妻子都是自由职业者，分别
在两个地方工作，收工比较晚，都以为
孩子在对方那里，所以没有报警。一直
到接到警察的电话，才知道孩子走丢
被送到了派出所。记者试图联系孩子
父亲，但他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

民警提醒，家长一定要照看好自
己的小孩，根据小孩的年龄教会孩子
一些相应的安全防范知识，尤其要尽
早学会牢记自己的姓名、家人的姓名、
电话、住址等基本信息，也应当教会孩
子如何报警、向警察叔叔求助等知识。
成都商报记者 康耕豪

电梯故障坠一层 5人受伤

成都商报讯（记者 唐奇）昨日下
午，双流景茂名都东郡小区内，一部电
梯由于故障导致下坠一层，事故致电
梯内五名工人受伤，其中三人骨折。

据受伤工人杨先生介绍，昨日下
午3点过，他和4名工友在该小区四栋
三单元七楼做完工后进入电梯，在他
按过仪表盘上的1后，电梯却没有反
应，按开门键门也不开。被困几分钟
后，他突然听见“砰”的一声，接着电梯
就开始急速下坠，他和4名工友猛地跌
倒在地，腿部受伤站立困难。约半小时
后，等120赶来把他们从六楼救出时，
他们才发现，电梯只下坠了一层。经医
院检查，杨先生等5人均被摔伤，其中3
人病情稍重，有膝关节脱位等伤情。

该小区业主介绍，该小区交房还不
到一个月，目前并无业主入住。昨日下午
事发后，小区物管在业主群里通知说，
因施工方为加快业主的整改进度，私自
对电梯进行了违规操作，导致电梯死机
滑梯，提醒业主不要违规操作电梯。

又讯 电梯坏了无人维修，电梯困
人半天无人救，随着全省首个电梯应
急救援和指挥中心落户泸州，这样的
情况将不再是事儿。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了解到，该中心对泸州全市四县三
区几千台电梯进行了标号，一旦发生
困人故障，市民拨打96933救援电话，
并报出电梯标号，指挥中心能马上找
到被困人员信息并立即展开救援，同
时在泸州全市设立18支专业救援队，
城区半小时内就能到达现场，城区外
一小时赶到现场救人。（蒲康林）

“在城里，弹弓的出路，只在竞
技。开弓打鸟，死路一条。”弓哥说。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四川有
多个弹弓俱乐部，四川弓社是其中
之一，成都、德阳、绵阳都有弹弓俱
乐部，成员人群广泛，“上至行业精
英，下至贩夫走卒，英雄不问来处。”
大部分弓客都是30岁以上年纪。

弓哥说，玩弹弓成本也不高，
“普通弹弓一百多块钱，钢珠按分分
钱计算，一般弹弓有效射程30米，打
的是易拉罐，距离从5米到20米不

等”，一般打一下午才花10块钱。
在四川，还有各类弹弓竞技比

赛。弓哥介绍，一般采用225计分法。
5米对应分值8分，10米对应分值10
分，15米对应分值12分，20米对应分
值15分。每个距离5靶，每个标靶独
立计分，总分225分。弓客需用钢珠
打易拉罐使其倒下才计分，他透露：

“到现在，极少出现过225分大满贯
的人，如果拿到大满贯，有5000元奖
金。”此外，还有个人趣味赛，包括20
米射击10mm钢珠等。

“弹”走打鸟客

弹弹弹弹弹弹
弹弓俱乐部铁规：发现打鸟扫地出门

近日，成都商报报道了多起在观鸟
天堂南瓜滩等地使用弹弓打鸟事件，让
很多市民愤怒不已，其实，愤怒的还有弹
弓爱好者们。“对于那些打鸟的人，我们
也非常愤怒，因为我们是遵守规则的好
弓客，他们这样做，只会坏我们的名声。”
四川弹弓竞技人民弓社一创始人说。

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弓客”人数在
1万人以上，遍布全省的“弓客”每年都
有大大小小的竞技比赛。打鸟，是“弓
客”们不能踩的高压线之一。四川弹弓
竞技人民弓社社规明文表示：用弹弓打
鸟，“弓客”将被清理出群、扫地出门。

据了解，四川弹弓竞技人民弓社是
四川最早成立的弹弓俱乐部之一，2008
年，一群弹弓爱好者筹建成立了四川弹
弓竞技人民弓社（以下简称四川弓社）。

四川弓社前任社长弓哥介绍，四川
弓社核心成员40人，群里弹弓爱好者

500余人。他透露，四川弓社旨在推广弹
弓竞技，传承非遗文化，坚决不打鸟，

“成立8年，入会依然很难，可能每年就
吸收两三个新会员。”弓哥透露，不打鸟
不仅被纳入会员管理制度，也是入会考
察的重点项目之一。“入会有个考察过
程，不能乱来，给四川弓社造成不良影
响，一般来说会有2年的考察期，如果打
鸟基本上就判死刑了。”弓哥说，即使过
了两年考察期，“也需要2名正式会员作
担保，三分之二的老会员同意，才能成
为新会员。”

进会了也不是一帆风顺，“如果发
现打鸟，被拍或造成不良影响，肯定立
即清除。”弓哥透露，“这是最初坚持的
宗旨。”他说，对于弹弓，他们有他们的
玩法，一般群里会员半个月聚一次，靶
场打靶，“靶场会在进门处挂上一串易
拉罐，我们一看就晓得。”

弹弓起源于石
器时代后期，随着
青铜器和铁器的发
明，“外不足御寇
盗，内不足禁鼠雀”
的弹弓逐渐退出生
产工具行列，成为
人们的娱乐用具。

两汉魏晋，玩
弹弓已成为上流社
会休闲娱乐的必备
项目之一，晋朝著
名美男子潘安就是
玩弹弓高手，《世说
新语·容止》中记
载他“少时挟弹出
洛阳道，妇人遇者，
莫不连手共萦之”。

两汉魏晋
玩弹弓是
上流社会娱乐

看历史

相较过去的弹弓，当代弓客玩
的弹弓可以说是“鸟枪换炮”。

四川弓社的创始人之一“弓夫
熊猫”（以下简称“熊猫”）是全国出
名的弓商。“熊猫”表示，现代的弹弓

“造型上好看，设计更科学，材质至
少是不锈钢，好一点的还有钛合金，
有专业瞄具。”另外，现在用的也是
弹弓专用橡胶，“有各种型号、粗细，
根据温度不同有不同的橡皮筋。”

“熊猫”透露，2008年，自己和朋
友创办四川弓社，“玩得多了，慢慢就
在圈子里出了名，2009年转行干起
了弓商。”“熊猫”表示，自家的弹弓每

年可以卖出5000个左右，价格从几
十元到几千元不等，高档弹弓为钛
合金材质，加上红外瞄准器。“目前玩
弹弓的人很多，成都、德阳、青白江等
都有弹弓协会，据不完全统计，四川
弹弓爱好者在1万人以上。”

“对于那些用弹弓打鸟的人，
我们也非常愤怒，因为我们是遵守
规则的好弓客，他们这样做，只会
坏我们的名声。”“熊猫”表示，他能
做的，“只有让群里会员遵守规定，
尽量劝导更多的弹弓爱好者走上
竞技道路，通过竞技比赛，提高大
家的技艺。”

聊
弓
客

弓
经
济

是“弓客”们不能踩的高压线之一。四川
最早成立的弹弓俱乐部四川弹弓竞技人

民弓社社规明文表示：用弹弓打鸟，“弓客”将被清理出
群、扫地出门。“对于那些用弹弓打鸟的人，我们也非
常愤怒，因为我们是遵守规则的好弓客，他们这样
做，只会坏我们的名声。”该社一创始人表示。

打鸟打鸟，，

上至行业精英下至贩夫走卒
川内还有各类弹弓竞技比赛

成都弓商每年卖5000个弹弓
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

成都商报记者 颜
雪 摄影记者 陶轲

1月14日晚上7点过，还有很
多弹弓爱好者在双流弹弓爱好者
协会的专用场地上练习

钟仁贵师傅向路过的市民散发寻人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