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中秋晚上播出的这期《目
睹健忘的老人需要帮助，你会怎么
做》的节目，突然在网上火了。坦白
讲，节目组的同事都很意外。

它为什么会火？因为它是热点，
我国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围绕老人
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也是痛
点，“空巢”“阿尔茨海默症”“迷
路”……这样令人心疼的关键词一直
出现在老人周围。而更重要的是，它
触到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温情点。

正如节目中很多受访者所说的
一样，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所以“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于是，很多人愿
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帮助老人找
到家，或者请老人吃顿饭。每个人都
希望，当自己家中的老人陷入同样境
遇时，他们也一样被陌生人温柔以
待。而如果，我们的社会对待老人，都
是这样的宽容和善良。衰老，就真的
不再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这些，
也许正是每一个喜爱这期节目的观
众，都希望看见的吧。所以，它火了！

实际上，《目睹健忘的老人需要
帮助》这期节目在真实的拍摄过程
中，还有很多人帮助了老人。我记得
有一个女孩，也是带着老人一路找
龙王庙，而老人迷迷糊糊的只言片
语，让女孩又急又心疼，最后，她甚
至哭了起来，是为老人担心，也是恨
自己无能为力。当我们上前采访，她
又是那样的高兴，原来这一切不是
真的，老人没有迷路，自己也没有耽
误老人回家。这是一个典型的成都
女孩，她说着一口地道的成都话，
当我们连连感谢时，她也冲着我们
连连鞠躬。这就是成都，多情、善
良、温柔，又谦卑……

去成都之前，我们印象中的成
都，是惬意，是豁达。而到了成都之
后，我们发现，面对不平事，成都人
可以放下惬意，一管到底。遇到需
要帮忙，成都人倒是始终豁达，
举手之劳，他们毫不在意。

这就是成都。该认真的
认真，该随意的随意。该过
的生活，依然这样过好
了；当有人需要帮助，
伸出双手，就自然地
完成了。

第四届成都市
道德模范候选人
助人为乐类

点赞链接：腾讯大成网专区（电脑端）：http：//cd.qq.com/zt2016/
ddmfpx/index.htm

责编 徐剑 实习编辑 任舸 美编 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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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06
2016年9月27日
星期二

1989
年 ，一 次
偶然的机
会 中 ，贺
承湘接触
到了义务
献 血 ，从

那以后他便义无反顾地投身
于献血事业中。自 2002 年
来，贺承湘义务献血 42 次，
累计 23000 多毫升。在献血
之余，贺承湘还积极参加献
血宣传活动，几乎每个周末，

他都会到成都市区及温江、
大邑等郊县的献血宣传现场
去。“不是医生，也能救人”。
贺承湘始终践行着，并将坚
持到底。

另外，身为“公益达人”
的贺承湘，同时也是一名律
师，他在工作之余组建了法
律义务援助团队——华西律
师事务所，免费为老百姓宣
讲法律知识，解决大家在工
作中、生活上遇到的各种法
律难题。

10月3-7日，第20届
成都家博会将登陆新会展
中心5号馆。全友、百得瑞、
鑫品轩、立邦、华帝、格力
等近百品牌，万款精品家
具、家电、建材产品齐聚展
会，全场2折起、建材1元
秒杀，到场享超值优惠。

全友精品电视柜直销
价 899 元/张、创维滚筒洗
衣机（6.5公斤）直销价1399
元/台、立邦全能抗碱底漆
（5L）秒杀价1元/桶（限10
桶/天）……国庆期间，一大
波一线品牌家具、家电、建
材亮相本届家博会，展会期
间，市民可在现场一站购齐
家装“三大件”。

值得关注的是，多伦
斯、蔓斯等知名定制家居
品牌，将携多款超高性价
比的全屋定制系列衣柜产
品集中亮相本届家博会，

298元/平方米起的展会超
低价，就可将现代、简约的
实木、板式等各种风格定
制系列家具产品带回家。

此外，格力空调等大
牌家电还将在展期免费发
放最高1000元的现金抵扣
券，观众只需现场下单满额
即可抵现。市民现场还可免
费办理会员卡，会员在原有
商家优惠基础上可享受9.8
折优惠（家电除外），还可参
与满额送好礼、下单抽现金
大奖等丰富活动。

成都家博会特创“三
大无忧保障”体系，除实行
优秀家具品牌准入、家具
全部从工厂直供展场，家
电、建材产品均来自厂家
或区域总代理商。消费者
在现场购买家具，还能享
受一年内提货价不变的优
惠政策。

今日个贷中心积极响
应政策，为企业发展、大学
生自主创业提供支持。

急需贷款的个人和小
微 企 业 拨 打 电 话
028-86748844，或者直接
去体育场路2号成都银行
4-7楼，天府广场旁，申请
银行贷款都有机会享受无
抵押、额度高、放款快，银
行利息低至3厘的贷款产
品，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
免费服务免费送

为答谢客户，个贷中
心感恩回馈，现不仅免费
贷款，还免费办理各类信
用卡，而且免费送pos机。

如今多种网络支付提
现开始收费，个贷中心始
终心系客户，承诺继续不
收费时代。
免费快捷宅急贷

个贷最新推出的宅急
贷，不收取服务费，手续简
便，五分钟出额度，当天可
放款，最高额度达1500万。

公寓住宅房产证持有
6 个月以上，房龄低于 30
年可办理。最多可抵三套
房，支持按揭房二次抵押。
咨询电话028-86748844。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快速贷

无抵押轻松办贷款，
想要贷款的朋友可凭借每
月工资放大60倍来办理贷

款，月息最低 2.5 厘，也可
通过社保公积金放大贷，
还可用个人商业保单做贷
款，将年缴保费放大60倍，
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
60 余家商业银行共同推
出银行贷款，只要贷款人
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
款车、按揭车、营业执照、
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
意一样，均可办理银行贷
款；资料齐全，当天可放
款。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
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
无任何利息。一次办理，可
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有车一族急需资
金 ， 也 可 致 电
028-86748844 申请车贷。
资料审核完毕，最快两小时
就能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

市民张先生急需资金
周转，奔驰车被相关机构查
封，通过个贷中心向银行申
请到35万元应急贷款。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
你有无抵押，只要致电个
贷中心 028-86748844，我
们都将为您获得最低利息
的银行贷款。

贷款、投资，企业一站
式服务，就在个贷中心。

■四川华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贺承湘

不是医生 也能救人

在成
都为民服
务的志愿
者 人 群
里，有这
样一位年
轻人，多

年来，他默默地为社区老人、
山区儿童、残障人士服务，奔
走在工作、家庭与志愿服务
之间。这位年轻人名叫朱刚。

2014 年，朱刚几乎利用

了所有空闲的时间参与志愿
服务公益活动，服务范围包
括助残、敬老、扶贫、教育、环
保等项目。这一年，他贡献了
809个志愿服务小时。

朱刚带领的志愿者团
队，曾为重度脑瘫患者强飞
筹款。另外，团队超过200位
同事参与到了养老院的志愿
服务工作中，为老人们送去
亲情般的温暖和祝福……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戴佳佳

■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员 朱刚

一年809小时空闲时间 献给志愿服务

1元秒杀“开大招”
万款精品送家博“惠”
第20届成都家博会 10月3-7日 新会展中心5号馆

个贷中心 续演不收费时代

专栏

“健忘老人”火了
因为它击中人心里
最柔软的温情点

■李刚（《你会怎么做》制片人、总导演）

但蓉城大多数日子是阳光灿烂
的，磅礴大爱不能天天有，成都人的
大城小爱，更加让这座城熠熠生辉。

“没得啥子”，冒菜店老板也随
口说出了这一句。他不觉得自己高
尚，甚至没有意识到做了件好事，这
是令扮演老人的暗访者感动的，因
为所遇之人都遵循了这个逻辑。

在没有镜头的日子里，两位暗
访者的所见所感，其实也随时都在
这座城市平凡上演着。

成都有一位“黄桷兰婆婆”——
91岁的罗锦凤一直认为自己是最幸
福的人，因为她被整座城市呵护着。
这位在盐市口卖了10年黄桷兰的老
人，生意莫名的好。一位影楼的老板
每天来买50串串好的黄桷兰，持续
了两三年；起风天，城管小哥会把她
搀到挡风的墙边……

冷漠似乎离这座城市很遥远。
每年在炙热的六月，赶高考总会成
为整个城市共同的事业。的哥们、交

警们、志愿者们，就像在经历比考生
答题还重要的任务。那两天，成都有
接近一半的出租车，会加入送考生
赶考的大军，免费的。

当然，成都从未降低过对自我
的要求。连续三年荣膺全国文明城
市称号，连年涌现全国道德模范，更
时不时诞生出让全国动容的温情故
事：撑起生命最后尊严的“撑伞妹”，
为将彩票还给中大奖的顾客，日日
街头寻觅的彩票店主“诚信姐”，坚
守诺言，替牺牲战友照顾其母20年
的“信义哥”……

人们越来越多去谈论社会的人
情冷漠，似乎太需要榜样的精神和
英雄的佳话。但其实，塑造一个群
体、一个城市品质的，未必是一个英
雄的大爱。有句名言说，改变世界的
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而是很多人
做了一点点。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是成都人的公共逻辑

成都人不排外，早就是出了名
的。成都人的包容、不争，与这座城
市数千年的成长史不无关联。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
国号汉，史称蜀。尚待被开辟的巴山
蜀水，或许从那时起，就被渗进了孝、
善、仁、爱的元素。史上的玄德，仁当
属第一标签。而这一特点，也被牢牢
地灌入他的治国理念之中。

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苦心追寻
成都的文明发展脉络，在他的结论
里，人的“经历影响性格”的道理不

仅适用于人，城市的精神，也与一座
城市的经历密不可分。

都江堰现已是世界文化遗产，
李冰父子可能不会想到它对这方土
地上的人民带来的精神意义。在袁
庭栋的分析中，都江堰给成都人民
带来了丰衣足食，令他们不那么为
眼前的利益所焦虑，这一定程度上
塑造了成都人乐观与不争的性格。

“没得啥子！”“不存在！”“说这
些！”属于成都人的口头禅，也不知从
何时起成为成都人性格里的精髓。在

真人秀节目中，两位健忘老人所遇到
的一幕幕，待人接物的实诚不多疑，
遇到求助的热心不回避，遇到歉意的
不计较，也就成了顺理成章。

袁庭栋著有《巴蜀文化史》。包
容，或是说兼容，是他所著书中巴蜀
文化的最主要特点。造就这份包容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都史上经历
的数次移民——

历史上的成都曾经历大大小小
的移民过往。秦统一天下后，将许多北
方人遣送四川。明末清初四川战争经
年累月，战乱结束后，清政府号召18
省人民移民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
到今天，成都东边还有60万客家人。

到了近现代，抗战时期仍有大
规模移民，战争前方很多党政机关、
重工业、学校撤到四川，尤其成都。

这是一个经历了一次次大变换
的城市，就在这样的更迭、重组中，
逐渐形成包容的内涵底蕴。

悠闲巴适，懂得生活，这让成都
享誉世界。“最宜居城市”、“最适合
养老城市”、“最值得去的城市”，“来
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是来自
民间的头衔，来自外来者的口碑。

闲适是成都人最常见的状态，
但成都人也容易被激荡起，总会在
需要的时候，拧成绳索，力比洪荒。

还记得八年前那场天灾，闲适
的成都人顿时雄起了。500多次的余

震把千万成都人逼上街头，5 月 12
日的成都之夜是个充满温情和关爱
的夜晚。深夜，武侯区林荫街献血车
旁献血的人排队站满了整条大街。

那些平日里最爱把“没得啥子”
挂在嘴边的出租车司机，第一批冲进
都江堰，拉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伤者。

还有在华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14时36分，距离灾难来临仅仅过去8
分钟，30多名护士、10多名医生齐刷

刷立下誓言，“病人在，我在”。
三年前芦山的青山秀水再度袭

来天灾。经历过巨痛的成都人再次
涌上前线。震源地的一大片帷帐中
间，成都的几个大学生匆匆赶来支
起的帐篷学校，给悲痛与创伤中的
伤员阵地，带来了琅琅读书声。

“我们不愿让孩子们看到绝
望”。带队的西南财大老师张文举，
原本只打算召集几个校团委的志愿
者前来，却有几百个学生争抢报名。

云南地震、玉树地震、甚至尼泊
尔地震，每一方土地上的同胞受难，
这群感同身受的成都人，总是忍不
下去。在去年受灾的尼泊尔加德满
都，开面馆的成都老板李亮，挂个

“稀饭豆浆免费”的牌子，让灾民看
到了异国温情的光亮。他说经历过
5·12，灾难刺到了他的痛点。

成都
文明

数次大迁徙、大移民有了成都人的包容

【历史上】

明末清初，清政府号召18省人民移民四川，史称
“湖广填四川”。到今天，成都东边还有60万客家人。

悠闲成都人大难中激发大爱

【危难时】

三年前芦山地震，成都的几个大学生给悲痛与创
伤中的伤员阵地，带来了琅琅读书声。

真正动人的是“大城小爱”
【日子里】

“黄桷兰婆婆”被整座城市呵护着，一位老板持续几年
买她的黄桷兰，起风天城管会把她搀到挡风的墙边……

■数次迁徙移民，
造就了成都人包容

■数次天灾大难，
展现了成都人坚毅

■大城中的小爱，
升华了成都人温情

■对于这些，
成都人还是会说
“不存在”“没得啥子”

■因为——

天经地义有善举

一个个成都市民的凡
人善举，感动了全国网
友。图据广东卫视《你
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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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因为触动心弦。
始料不及的，就在这两三天，有这样一股力量，穿透电视和手机的液晶屏，直抵人心，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被触动心弦。
那不过是一段拍摄于成都，几分钟长的外地真人秀。几家再普通不过的小馆子，几位再平凡不过的成都

人，面对健忘无助的老人，不约而同地伸出了援手。当然，他们没有察觉藏在暗处的镜头；当然，他们的反应
发生在不经意间，甚至没有夹杂一丝怀疑和思考，一切都很自然。

这段在广东卫视播出的节目，《你会怎么做》，给成都人提出了一个伪命题。怎么做，没啥可问的，在成都
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答案，恰恰就在成都这座现代千年古城里。

一人行善不难寻觅，难寻的是以善为本的群体。这也是这段真人秀深入人心的原因。
成都的善意与温情，宽厚与包容，如何流淌得如此自然？
群体共识是如何形成，必然不在朝夕间。成都的千年历史长河中，一次又一次的移民、重组孕育出友善

包容；丰田沃土孕育出从容不争；数次天灾的众志成城深种下坚毅与温情；榜样与典范带动起大爱与和睦。
数千年的文明古都，星移斗转岁月更迭，唯脚下的土地与传承的精神，越来越坚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