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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至轻度污染
AQI指数：6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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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天间多云有雷雨或阵雨
22℃-31℃ 偏东风2～4级

明日 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
22℃-31℃ 偏东风2～3级

老人说，捡垃圾始于今年3月之后。在此
之前，彭召胜和老伴都是环卫工，今年3月，
自己因为上了年纪，退出了环卫工队伍，平时
就带着恒恒在高坪区龙门街道办念学前班。
这个暑假和往年一样，恒恒和外公外婆一起
过，偶尔，恒恒会陪着外公外出捡垃圾，但他
似乎还无法理解到外公外婆的辛苦。

“他（恒恒）还小，每天看着其他孩子
有零食吃，他会嘴馋。”彭召胜说，之前自
己和老伴都当环卫工，一个月的收入有
2000多元，平时能够满足恒恒吃零食，但
现在家里只有老伴一个人有工资，一个月
收入1400多元。但恒恒说，他不喜欢在家
里吃早饭，“只是稀饭，不好吃。”彭召胜只好
每天带恒恒到附近吃米粉，自己和老伴在家
熬稀饭，加上每天买零食的钱，恒恒一个人
每天的开销要十几元。彭召胜说，每晚捡的
垃圾能卖到四五元，就可以给恒恒买零食。

“如果不给他买零食，他就要大哭大
闹，周围人见了，还误以为我们做外公外
婆的不疼爱孙子。”恒恒的外婆李素琼一
边叹气一边说，如果恒恒的父母在身边，
也许恒恒能过得好点，“但谁让她（女儿）
要去做违法的事情呢？”

李素琼说，恒恒出生不久，女儿（恒
恒母亲）和儿子便因罪入狱，女婿对恒恒
不管不问，恒恒便跟着自己生活。恒恒的
父亲则告诉记者，他目前过得很艰难，无
法照管恒恒，偶尔会给恒恒一点钱。

深夜深夜，，南充街头南充街头，，一名小男孩骑着一辆写有一名小男孩骑着一辆写有““南南
充环卫充环卫””字样的三轮车字样的三轮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徐徐向前在非机动车道上徐徐向前，，
一位老人紧跟在后面……一位老人紧跟在后面……

最近几天最近几天，，一组小男孩骑三轮车的照片引起众一组小男孩骑三轮车的照片引起众
多网友关注多网友关注，，网友们纷纷感叹网友们纷纷感叹，，当很多小孩在暑假当很多小孩在暑假
里被父母带出去游山玩水时里被父母带出去游山玩水时，，环卫工的小孩却和大环卫工的小孩却和大
人一起出工人一起出工，，引发网络关注和讨论引发网络关注和讨论。。

昨日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见到了图片里的小男孩成都商报记者见到了图片里的小男孩，，
了解到这组图片背后更多的故事了解到这组图片背后更多的故事，，远远超出网友们远远超出网友们
的想象的想象————

这组让人“心酸”的图片是南充当地网
友“南充山水哥”无意间拍摄到的。

“南充山水哥”在网上写下：“夜深人静
11点，别人家的娃早已熟睡，这个娃却仍在
回家的路上。”几张配图中，一名看上去六七
岁的小男孩，蹬着一辆三轮车在非机动车道
上缓慢行驶，不时回头张望。

“当时三轮车后面还跟着一位老人。”“南
充山水哥”说，照片是8月3日晚上在南充顺
庆城区拍到的，因为三轮车上印有“南充环
卫”字样，他猜测这应该是环卫工人家里的孩
子。网帖随后被众多网友关注和转发。一位网
友感叹道：“暑假里，很多小孩都被父母带出
去游山玩水，可环卫工的小孩却要和大人一
起出工，确实让人心酸”、“少了很多童年快
乐，早早地承担了一份责任”……

男孩深夜蹬三轮车照片
让人“心酸”

网帖

成都商报记者经过多方走访，终于找到
了图片中的小男孩：他叫恒恒，今年7岁，马
上就要上一年级了。

“咋还上网了呢？”67岁的彭召胜看了照
片后回忆，照片中的场景就是几天前的一个
晚上，当晚 9 点左右，做环卫工作的老伴已
下班回家，他和往常一样，准备蹬着老伴上
班用的三轮车出去捡垃圾，一直没睡觉的恒
恒也吵着要一起去。“这不是第一次了，以前
他（恒恒）偶尔也会和我一起出去（捡垃
圾）。”彭召胜将三轮车推到马路上，恒恒便
熟练地爬上三轮车，坐在外公身后，双手搭
着外公的双肩。

“我一般晚上出去，就在（住处）附近的
几条街上捡垃圾。”如果当晚恒恒陪着他一
起外出，彭召胜会在晚上12点左右回家，如
果当晚只有自己一个人，则会捡得更晚。偶
尔，有些调皮的恒恒会趁他不注意，独自一
人骑着三轮车向前跑，“都不远，他骑一会儿
就下来了。”

网友所拍到照片里的一幕，正是彭召胜
和孙子当晚捡完垃圾，往回走的路上。

外公每晚捡垃圾
孙子偶尔陪同

真相

捡垃圾卖钱
是为给孙子买零食

讲述

在南充西山风景区后门附近，一个
老旧小区的大门楼梯间，便是恒恒和外
公外婆临时的家。

一张简易大床搭在楼梯下面，旁边
一间两三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放着电视、
电饭锅等物品。“住在这里不用给房费，
相当于帮小区守门，晚上帮回来晚的住
户开门。”彭召胜是广安岳池人，但已多
年没回过老家，老家的房屋早已废弃。
对于他和老伴来说，恒恒就是他们生活
的支柱，他们也想孙子能像其他同龄孩
子一样拥有快乐的童年，暑假能到处走
走，但却无能为力，“还是亏欠孩子。”

在恒恒印象中，位于南充城区的白
湖公园是他去过最好的地方，因为春节
期间，外婆曾花钱让他去坐了一次海盗
船。他甚至觉得距离住处不远的彩虹桥
也是一个“好玩的地方”。被问及外公外
婆对自己好不好时，恒恒眨了眨眼睛，

说：“好！他们会给我买冰棒吃。”
昨日，恒恒户籍所在地高坪区龙门

街道办炮台街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刘成
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们知道恒恒一
家的困难，早已为恒恒办理了低保，去
年还为恒恒一家申请到一套廉租房，以
方便恒恒的外公照顾其上学。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除署名外）

一家三口住楼梯间
男孩有低保

探访

恒恒和外公外婆所住的楼梯间小屋

平时，恒恒就这样跟随外公外出捡垃圾

一组网络热图背后更多的真相
小男孩深夜蹬南充环卫三轮车？是暑假陪外公

外公每天捡垃圾？是为孙子买零食

吃蛋糕、当明星。昨日，世界
最长寿圈养大熊猫佳佳又长大
了一岁，踏入38岁的高龄，相当
于人类的114岁。在香港海洋公
园，它和另外3个伙伴一起享受
了最爱吃的特制冰雕大蛋糕。

根据2013年大熊猫谱系数
据，圈养大熊猫总数为376只，
老年大熊猫（20岁以上）占总群
的10%，而25岁以上的占总群
的5%。佳佳属于老年大熊猫。
对佳佳和其他3个伙伴的现状，
园方披露了它们的医疗和日常
生活等方面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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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寿圈养大熊猫与三个伙伴共庆生日，护理人员披露照料细节

高龄大熊猫佳佳昨满38岁
每天吃降压药 曾把竹笋当宝宝抱

4只大熊猫一起庆生，享用冰雕蛋糕

“佳佳去年的生日会很隆重，我们还专门
请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费为民先生，由
他亲临公园宣布佳佳刷新世界纪录的荣誉。”
公园方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昨日的大熊猫庆生场面尽管不比去年，但
也有工作人员和进园的游客为它们捧场。

不仅是佳佳，昨日一起庆生的还有另外3
只大熊猫：包括另一只老年大熊猫安安，它是
全球第二长寿的圈养雄性大熊猫，“两只大熊
猫分别踏入38岁和30岁之高龄，相当于人类
约114岁和90岁。”

另外两只大熊猫分别是盈盈和乐乐，已
经双双11岁，昨日更是乐乐的“标准”出生日。
为了庆贺它们的生日，某知名冰激凌品牌商
特别赞助了 4 个冰雕大蛋糕，由大熊猫所喜
欢的水果、高纤维饼干等原材料制作而成。

海洋公园也瞄准了其中的商机，为了吸
引游客到访，与大熊猫一同庆祝生日，公园方
昨日还特别宣布推出系列套票优惠，包括为
儿童免门票和提供相关代金券等。

住专属“豪宅”，血压高要服用降压药

据了解，佳佳和安安居住在香港赛马会
四川奇珍馆，与3只川金丝猴为邻。熊猫馆由
香港赛马会捐资8000万港币建造，室温常年
保持在18至24摄氏度，同时保持馆内空气清
新。在馆内，佳佳独自拥有的运动馆面积，就
达到200平方米。

馆内有假山、树木等，为了给它们保持环
境的新鲜感，护理人员会不断变换布置场景。
馆内还设计了取食器、响铃和麻布袋等玩具。
在一些重要节日还会造出人工雪景，让佳佳
玩过瘾。

目前，佳佳的食量还算不错，每天要吃七
公斤鲜竹笋、竹子以及水果。这些鲜竹笋都是
海洋公园从广东订制的，每天运输过来，竹笋
会粉碎后给佳佳食用。它的体重保持在73公
斤左右，“属正常水平。”

不过，因为天气炎热，佳佳出现了一些季
节性健康问题，活动量、进食量都有减少，每
天要睡7个小时左右。它的血压通常会升高，
需要服用降压药。

老年病缠身，视力开始退化

实际上，安安和佳佳分别在26岁和24岁
时被检查出患有高血压，“现在每天要靠吃降
压药来控制指数水平，每星期还要测量血压
来检测指数的稳定性。”香港海洋公园陆生动
物部高级馆长祝效忠介绍，随着年龄的增长，
两只大熊猫的疾病增多，包括高血压、牙病、
关节痛、腹水和眼部问题。牙病的问题在老年
大熊猫中很常见，这直接影响到它们对竹子
的进食量。

如果纤维摄取量低，还会影响到排便的
次数，“除了竹子和笋，我们还用了其他方法
来增加大熊猫对纤维的摄取量，比如把竹叶
打碎，和熟红薯或南瓜混在一起，或者把纤维
粉跟食物混在一起喂食等。

前不久，佳佳的训练员观察到佳佳的坐姿
跟平常有异，俯身进食时也不正常，后确认它
患有关节炎，经X光检查后发现佳佳还长了骨
刺，“服药后，已有明显改善。”此外，佳佳的视
力也有退化迹象，在2005年被查出双眼患上
白内障，近年左眼的白内障到了成熟期。近日
又发现左眼的水晶体移了位，需要每天滴眼药
水，“它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只能感光。”

曾出现心理疾患，抱着竹笋进窝

除了一些医疗问题，工作人员也时常关
注大熊猫的心理和行为。去年2月，他们曾留
意到佳佳有“抱仔”的行为，它把一截竹笋当
成了自己的“宝宝”，在角落里搭了一个窝，每
天用大部分时间抱着“宝宝”在窝里休息，进
食量也下降了。

训练员密切观察后，发现这是佳佳的心
理疾患，于是加以了疏导。一有恰当的时机，
训练员就会给佳佳喂食，逐次增加它的食量。
为减少它的“抱仔”行为，训练员还把竹笋破
开后再给它。如此干预一段时间后，它抱笋的
行为消失了，行为也恢复正常。

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教育部执行总监蒋
素珊表示，自1999年起，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
金已拨款2930 万港币支持逾90个大熊猫科
研和保育项目以及四川地震后的重建工作，

“护理团队会继续竭尽所能为它们提供最周
详而全面的照顾。”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图片由香港海洋公园提供）

昨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科门诊，
来了一群戴着红鼻头、穿着白大褂的“小
丑医生”。中国首个“中以国际医疗小丑
培训中心”昨日正式落户省医院，成都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雅安市人民医院作
为分中心。他们的出现可以减轻到医院
就诊患儿的恐惧，经过培训的“小丑医
生”有望在今年上岗。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石钰 摄影记者 王勤

“修改考试成绩，删除旷课、处分
记录……”90后达州小伙闫某在网上
多个高校贴吧发布这个广告，以此办
法牟利。闫某利用所学的计算机专业
技术成功破译教务网管理员账号密
码，进而登录网站修改成绩，最终获利
1.3万余元。近日，闫某因涉嫌破坏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被崇州检察院批捕。

22 岁的达州人闫某是四川一所
高校的大学生，主攻计算机专业。2015
年7 月，闫某准备参加四川省举办的
一网络安全大赛，在对自己就读的学
校教务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扫描时，
闫某发现该系统存在漏洞，进而可以
获取管理员列表，里面含有管理员账
号和密码，于是，闫某编制破译程序，
最终得到登录密码。随后，闫某用管
理员账号、密码登录该系统，下载系
统中储存的数据库，里面有学生的成
绩等内容。随后，闫某对多所高校的
教务处信息系统进行扫描，并最终入
侵了成都及西安十余所高校的教务
信息管理系统并下载数据库。

今年1月，闫某临近毕业，从康定
来成都找工作。找工作期间，又是住宿
又是日常花销，闫某因手头紧张，便想
到给别人改分数赚钱。为此，闫某特地
选择了一些二本院校的网络贴吧发布
广告，为在校大学生修改考试成绩、删
除旷课、处分记录，并在网上留下了
QQ 号。崇州一高校学生陈某看到闫
某发布的广告后，主动找到闫某。闫某
告诉陈某可以帮他修改成绩，一科
300 元，多了还可以便宜。十分钟后，
闫某将陈某不及格的七科成绩全部改
为及格，陈某遂向闫某的支付宝转账
1200 元。就这样，闫某开始为多名学
生更改成绩。

今年 5 月，有多名学生向崇州一
所学校的教务处反映自己分数的问
题，引起了教务处成主任的注意。于
是，有人侵入教务系统修改了学生成
绩一事被曝光，校方随后报警。

据警方初步调查，闫某已登录成
都及西安十几所学校的网络信息系统
并下载数据，还在多个网上高校贴吧
发布广告。其支付宝也有大额往来资
金，仅崇州一所高校就至少有8 名学
生修改成绩。目前查实，闫某已从中非
法牟利1.3万余元。

崇州检察机关认为，闫某的行为
违反了国家规定，对多所高校计算机
信息系统中储存、处理的数据进行删
除、修改，其行为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将在5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
目前，闫某已被崇州检察院批捕。

崇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侵入高校教务系统
为学生“改分洗底”

计算机专业大学生非法
牟利1.3万被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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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的大熊猫盈盈

30岁的大熊猫安安

11岁的大熊猫乐乐

“小丑医生”年内上岗
可减轻患儿恐惧

未来三天
阵雨随时登场

昨日午后，成都雨水收敛，
气温稍有上升。预计今天白天，
阵雨或雷雨还会随时登场，局部
地方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最高
气温31℃。之后两天，阵雨的“脾
气”依旧捉摸 不 定 ，个 别 地 方
大雨到暴雨，且最高气温逐日
增长。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小男孩恒恒日前被拍到深夜骑三轮车 南充山水哥/图

38岁的大熊猫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