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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独腿患癌女孩：如果我离去，愿捐出眼角膜》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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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
幼子突患疾病，多方求治无果

陈建仁和康光明是屏山县老君
山下龙溪乡的农民，14年前两个年轻
人在外出打工时走到一起，很快成立
了家庭。第二年，他们的大女儿陈雪
梅出世。2011年8月，两人又生下男
孩，取名陈红友。

陈红友半岁左右，右脸鼻子处长出
两个黑色的小点，到当地医院诊治，医生
以为是痣。然而，儿子脸上的黑东西越长
越大，脸上其他地方也开始疯长，流脓流
血。陈建仁带着儿子到屏山县医院，查不
出病因，又去其他医院，仍查不出来。“只
要听说哪里可以治，我们就带着孩子往
哪里跑。”陈建仁告诉记者，儿子马上就
要6岁了，可是根本不可能去学校。

龙溪乡大兴村村主任陈红礼称，
如果不是因病至贫，陈建仁家的经济
条件在当地还算不错的。目前，当地

为陈红友解决了低保，其治疗的费用
新农合报销后，剩余的进入大病统筹
的费用还可以报销75%。

原因：
父母近亲结婚，基因突变是根源

陈建仁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们
带着陈红友在宜宾和成都的多家医院

治疗，刚开始都查不出病因。2013年，
才由成都军区总医院确诊为“着色性
干皮病”加淋巴肿瘤。一位医生为他们
进行了免费的DNA检测。“我们没有
拿到结果，但医生告诉我们不能再生
孩子了。”原来，陈建仁和妻子康光明
是近亲结婚。陈建仁和康光明的母亲
是亲姐妹，康光明是陈建仁的表妹。陈
建仁说，由于他和老婆都没多少文化，
根本就不知道近亲结婚有遗传风险。

去年8月，陈红友在重庆儿童医院
接受了面部肿瘤切除手术，术后一周，
医生就通知他们出院。“医生说目前国
内没有控制‘着色性干皮病’的药物，
更别说治疗。”目前，陈红友的肿瘤已
扩散到身上多处，面部不断流脓血，眼
睛已不能睁开，连嘴巴也不能张大。

心愿：
孩子生命倒计时，急需有效治疗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陈建仁
提供的成都军区总医院的肿瘤坏死
因子检验报告单显示为：1、着色性干
皮病；2、淋巴肿瘤癌。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的诊断为右面部鳞状
细胞癌、头颈部着色性干皮病、右肺
病变（肺炎？）、中度贫血。

据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皮肤科
李秀丽主任介绍，“着色性干皮病
（XP）”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皮
肤病。患者对日光高度敏感，有畏光
现象，在儿童时期即可出现光暴部位
皮肤萎缩、大量雀斑样色素加深斑，
继而出现新生物，可有多系统累及。
许多患者可伴有眼球、神经系统等病
变，其原因是细胞对于紫外线和一些
化学物质所致DNA损害的修复功能
存在缺陷。李主任表示，“着色性干皮
病（XP）”在美国的发病率为百万分之
一，在中国虽然没有具体的发病率数
据，但患者父母常为近亲结婚。

四川省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宜
宾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贾钰
铭教授认为陈红友是否患“着色性干
皮病”需要再查一下，“有一个淋巴瘤
叫菌样霉菌病，跟‘着色性干皮病’很
相似，就是淋巴瘤引起的全部症状。”

目前，陈建仁已通过“轻松筹”
审核为孩子筹款，但他表示最需要
的还是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和药
物。“如果近期找不到有效药控制，
癌变物很可能进入口腔、鼻腔甚至
大脑，那时就再也救不了。”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宜宾新闻热线 13550702929

今年1月2日，巴中市恩阳区19
岁“独腿女孩”刘芸华发帖要捐献自
己的眼角膜，但苦于没有途径，希望
有人帮助，网帖发出后备受广大网
友关注（成都商报曾报道）。1月23日
下午3点55分左右，刘芸华因病情加

重在巴中市中心医院去世。按照刘
芸华的遗愿，死后将捐献自己的眼
角膜回馈社会，希望帮助其他人。
昨日，眼库摘取眼角膜的工作人员
赶往巴中，计划于当晚进行眼角膜
捐献手术。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1月23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专场新闻通气会
上获悉，今年四川将迎来首批十年期
二代身份证换证高峰。我省自2006年
开展二代身份证换发工作，至今已有
10年，其中2007年、2008年为二代身
份证集中换发期，两年共计换发10年
期身份证5000万张，除在此期间因损
坏、丢失等原因已换领外，今明两年
将有594万余人需要换发身份证。

根据我国规定，当时16周岁至
25周岁者办理的证件有效期是10
年，26周岁至45周岁者的证件有效
期是20年，46周岁以上者则发给长
期有效的身份证。因此，首批需要换

领新证的居民，年龄主要是在26周
岁到35周岁之间。如果是到期换领
新证，居民需携带户口本和旧身份
证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

为保证身份证照片与居民本人实
际样貌相符，集中换证人员都需重新采
集相片。我国从去年6月起在第二代身
份证中增加了指纹信息，换证者要采集
指纹，领证时还要核对指纹。据悉，所采
集指纹仅用于核对居民身份证的真伪。
为保护公民隐私和身份信息安全，居
民身份证中存储的不是公民指纹图
像，而是数字化后的指纹信息，无法被
还原成指纹图像，能有效保护公民指
纹信息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古蜀大祭祀重现三星堆

“仪式按照人、地、天三大主题，追
思先祖、祭祀天地神祇，祈运纳福。”朱
家可介绍。

第一个主题为“人·追思先祖巡游
出征。”上百人的祭祀队伍从三星堆博
物馆正大门击鼓鸣号、齐呼颂歌，面向
西北（古蜀先民开创之地）虔诚行进。
场面宏大的祭祀巡游将“重现”数千年

前庄严壮丽的三星堆祭祀游行场景，
带领观众重回古蜀，体悟古蜀先民开
垦之艰辛，拓疆之伟大，实现蜀地人
民的文化溯源。

第二个主题为“地·敬畏自然享受和

谐。”在三星堆综合馆人与自然广场前，
祭司跨过火海，接受火的洗礼，感受自
然之力；登上刀山，展现勇者精神，对话
自然山川；青铜馆前，祭司们以歌舞为
媒，向神灵祈运求福。虔诚庄重的祈福
仪式将千家万户的美好祝愿一并接纳，
上承古蜀先民之荫蔽，下受天府王国之
福泽，保佑来年家家和顺，户户平安。

第三个主题为“天·叩拜天地祭祀
神祇。”

据悉，三星堆博物馆内的回音祭
坛是每年大祭祀举办地，也是全球华
人的祭祀祈福圣地之一。祭司队伍们
将在此举行祭天、祭地、祭祖，上百人
的祭祀队伍将通过宣告（鼓三严）——
就位——正仪（初献礼“迎神舞”、亚献
礼、终献礼）——送神（娱神舞、撤班、
捧祝帛诣燎所、望燎）等步骤，完成祭
祀祈福。

为进一步满足游客市民祈运纳福
的需求，今年的大祭祀将推出“蜀天之
光——天地年轮”福牌。福牌由一对代
表天地的子福牌组成，祭拜完后，祭拜
者可将手中的天福牌取下挂在祭祀台

纳福区，从而表达“与天齐心，福报将
近”的心声，同时将地福牌带走，祈求
新的一年福运随行。

此外，今年的大祭祀将首次与广
汉“保保节”结合，在正月十六“保保
节”当天为“宝宝”们举办特定的祭祀
祈福和拜保保仪式。

蜀锦蜀绣等将精彩亮相

据了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
蚕桑丝绸和织锦刺绣的国家，绚丽柔
美的丝绸被视为中国及东方艺术中最
具代表性的物品之一，风靡世界。蜀
锦、蜀绣等为代表的四川丝绸工艺历
史悠久、技术高超，合称“蜀中双壁”，
其传承发展有千年之久，已被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春节期间，三星堆将举行蜀绣蜀
锦文化展，将展示50多件自汉以来的
蜀锦蜀绣展品，其中包括二龙戏珠雨
丝锦、晕繝月华锦等珍贵百年老蜀锦、
四川省博物院收藏的一套精美明清蜀
绣女装、我国最古老的综片提花织机

——丁桥织机的复制品、熊猫、芙蓉锦
鲤等当代蜀锦蜀绣的代表作品，及杨
德全、杨培林等数位蜀绣大师的名作。

据了解，除了大祭祀和蜀锦蜀绣
展外，喜气洋洋的民俗活动将新年的
节日气氛推向高潮，此外。众多丰富多
彩的活动和表演将会陪伴广大游客度
过欢乐、祥和的春节。

古蜀大祭祀时间为1月28日、29
日、30日及2月12日（正月初一、初二、
初三及正月十六）。此外，1月28日至2
月12日（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在三星
堆将举行蜀锦蜀绣展、三星堆寻宝（蜂
巢迷宫）、广汉金阳摄影联展、东西方
艺术花卉展、年代古市、台湾美食街和
中外主题表演等丰富的节庆活动。

朱家可介绍，前来参观的游客不
仅可以用眼睛去看见历史，还可以走
入其中，用心去感受历史。具有古蜀文
化独特风格的三星堆新年大祭祀，也
将为前来观礼的游客们带来新年的第
一份喜悦与满足。朱家可发出邀请，

“看三星堆大祭祀，为全球华人祈福。”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大桥“手术”：
“亚洲第一拱”减重30%

宜宾南门大桥长384米，宽13米，
为单孔跨径240米的钢筋混凝土中承
式公路拱桥，桥面由17对钢缆吊杆凌
空悬挂，于1990年6月竣工通车。南门
大桥曾经是四川省的十大标志性建筑
之一，建成时被誉为“亚洲第一拱”。

由于修建年代已久，出现安全隐
患，宜宾市交通运输局于2016年上半
年开始对大桥进行封闭施工，主要是
扩宽、减重。在封闭施工265天后，宜
宾南门大桥加固维修改造工程结束，
于2017年1月20日零时恢复通行。

宜宾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兴
岷介绍，本次加固改造后的南门大桥
受力体系采用“纵横钢格子梁+组合
桥面桥道系”的连续超静定结构，彻
底消除了原单根吊杆失效引发桥面
系坠落或垮塌的安全隐患。

李兴岷说，经过改造后的南门大
桥主桥重量减轻30%，车辆、行人在桥
上感受到震动要比以前明显一些，但

不必恐慌。经西南交大、长沙理工大学
的相关专业检测结果表明，大桥各项
指标均满足设计规范要求。此外，大桥
还增加了1个车行道及非机动车道，并
实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离，提高了
南门大桥的安全通行能力。大桥北岸
增设了人行梯步，便于市民出行。

在南门大桥改造期间，宜宾市交
警支队有针对性地对全宜宾主城区
及南岸部分路段进行了单循环临时
性交通措施，秩序良好。

市民奇怪：
大桥通车后为啥老城区更堵

南门大桥是宜宾老城区与南岸
片区相连的第一座跨金沙江公路大
桥，也是连接珙县、长宁等地的主通
道。因此，宜宾人民对南门大桥感情
很深，在维修期间，很多市民经常通
过围栏，关注大桥改造进展。

1月20日0点，宜宾南门大桥恢复通
车时，很多市民冒雨前来“踩桥”，期待宜
宾城区的交通变得更顺畅。家住南岸的

市民刘先生介绍，宜宾南门大桥通车当
天，他邀约几个朋友专门开车去南门大
桥“踩桥”，熟悉道路环境。他去城区后发
现各大路口拥堵，交通组织略显凌乱。

大桥通车当天，成都商报记者也
曾专门驱车从宜宾江北出发，前往宜宾
老城区及南门大桥感受路况。但记者发
现，在主城区中山街、人民路、民主路均
发生交通拥堵现象。到了即将上桥的南
街时，整个车行道上几乎全是待行车
辆，但通过南街驶上南门大桥又显得顺
畅，南门大桥除公交车及特种车辆，均
实行朝南岸方向的单向通行，而几百米
外的戎州大桥则实行进城单向通行。

原因分析：
标线不完善，交警部门自打65分

为何大桥通车后，反而更堵？宜
宾交警部门分析后认为，南门大桥恢
复通车后的交通拥堵，其原因是前期
的准备工作不充分，一些路口的标
识、标线不完善；1月20日天空下着绵
绵细雨，行车的可视条件受到影响；

当天还是传统的小年，又遇到每周最
繁忙的周五晚高峰；还有不少市民邀
约前往城区熟悉路线，他们多次绕行
南门大桥、戎州大桥、老城区，这些都
加剧了宜宾城区交通拥堵问题。

“通车当日效果差强人意，这次交
通组织我只能打65分，宜宾南门大桥恢
复通车后的交通组织为市民造成的不
便，我代表宜宾交警向市民致歉。”宜宾
市交警支队支队长雷克华说，南门大桥
封闭期间，宜宾城区交通都是井然有
序，没想到南门大桥恢复通车后还造成
拥堵，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宜宾交警将
知耻而后勇，继续努力优化城区交通，
还市民一个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对于交警部门工作上的一些组
织不力，雷克华没有避讳：交警部门
在前期对通车后的交通组织考虑不
够，分析形势不够，部分道路安全因
素考虑过多，造成设置不合理；一些
区域标牌、标识、标线不清楚，不完
善；路口导向没有做好，红绿灯优化
不够，才会导致市民对新的交通模式
不够熟悉，部分驾驶员害怕处罚选择
保守行驶，让部分道路未能有效利
用，“这是我们的错误。”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在中山街、
民主路、南街等主干道，宜宾交警部门
新增了朝夕公交车专用道，划成了黄
线。经由东街夜市的公交车，在每晚7
时夜市开张后，就改从朝夕道上逆行。

“驾驶员看到划的黄线，白天也不敢驶
入，怕被扣分。这就造成了交通高峰
时，正常道路上车多缓慢，而朝夕道上
却无车通行。”交警部门也提醒，朝夕
道在规定的时间以外，车辆可以临时
借道，不会被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宜宾新闻热线 13550702929

宜宾南门大桥近日扩宽通车，城区为何反而拥堵？

交警部门向市民道歉：组织不力

车位紧张，四处找空位心烦意
乱、停车缴费排成长龙……这些生
活 中 的 不 便 ，随 着 全 省 首 个
NB-IoT业务正式上线将成为过
去。近日，四川移动天府新区分公司
完成NB-IoT无线环境搭建及基于
NB-IoT的智能停车业务测试。据
悉，此项业务可帮助市民出行前查
看车位信息、预约停车位，停车完毕
后自动完成缴费，中间不需要任何
人工环节。

据了解，NB-IoT是一项新兴
的物联网技术，该项技术最典型应
用是在公共事业领域。比如，可以通
过App软件在出行前查看车位信
息、预约停车位，停车完毕后自动完
成缴费。还有，应用这项技术，居民

家中配置一个智能水表，可随时通
过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了解家中状
况，一旦出现忘记关水等问题，可远
程操控智能水表自动关闸，以免因
粗心大意而造成损失。

NB-IoT应用到基础市政建设
中，可以全方位监管井盖状态，在井
盖被打开、移位等情况下告警；还可
把多种功能集中在路灯上，让一个路
灯变成基站、充电桩，并采集气象、环
境、交通、安防等城市综合信息。

据悉，年内，四川移动天府新区
分公司将在天府新区打造NB-IoT样
板区，目前已完成天府新区秦皇寺商
务区、西博城及兴隆湖环湖网络规划，
计划在年内建成智能停车、智慧路灯、
环境监控等业务试点项目。 （庞健）

“悬空”管道输送废水，实现了
废水输送可视化。经过处理达到一
级排放标准的水，清澈见底，还能够
养鱼。昨日，“2017彭州工业之旅”正
式启动后迎来一批特殊客人，包括
四川国旅、四川自驾联合会、四川新
国旅等旅行社负责人及导游。他们
第一次参观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
责任公司文化展厅、远程控制大厅、
废水、废气处置生产装置后，对四川
石化有了新认识（见右图）。

1月5日，彭州以“生态文明·工
业之旅”为主题的“2017彭州工业之
旅”正式开通。目前暂时开通了两条
路线：A线：成都新南门-四川石化-
丹景山-海窝子古镇-通济花海-白
鹿中法风情小镇；B线：成都新南门-
桂花龙窑-四川石化-葛仙山景区-
时尚小镇。昨日，为了使各个旅行社
负责人有个更直观的认识，由成都
旅游协会旅行社分社会长张江魁带
领20余个旅行社的负责人及导游代
表按照B线进行了彭州工业一日游。

昨日下午，这一批特别的游客
参观了四川石化，参观了四川石化
的主要点位，对照之前有关四川石
化的传言，对四川石化有了新的认
识。导游代表何毅豪第一次参观四
川石化，他现场看到厂区内废水管
道都是采用架空管道，一般4米高左
右，并采用了摄像头等多种手段实
施监控，能够及时发现漏水、破损点
进行修复，杜绝了因管道破损而废
水外泄，造成地下水污染。同时四川
石化还建有“局部事故缓冲池”、“终

端事故缓冲池”，形成了多级防控体
系，有效防止了对地下水的污染。

四川新国旅总经理白怡说，这
一次，看到四川石化对废水、废气治
理，对四川石化有了新的认识。特别
是看到经过处理达到一级排放标准
的水还能养鱼，改变了她对四川石
化的看法。当然，她也认为，再先进
的设备，也需要很强的责任心执行，
确保市民担心的污染问题不会发
生。同时，政府也要加强管理，这样
成都市民才放心。

成都旅游协会旅行社分社会长
张江魁强调：“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成都市民目前最关心就是两个问题：
烟气排放出口和水排放出口。他了解
到，项目焚烧系统以天然气为燃料，
其纯洁度比油、煤高得多。经过处理
的水能够达到一级排放标准，还能
够养鱼。更重要的是四川石化项目
不但极大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中能源
短缺问题，而且促进四川产业结构
调整与升级换代。彭州开通“生态文
明·工业之旅”，就是让成都市民零距
离接触四川石化，对四川石化有更新
的认识。 成都商报记者 摄影报道

父母近亲结婚，孩子患绝症，急求治疗方案和药物

6岁娃娃满脸长黑色异物

谁能救救他？

旅行社负责人、导游参观后感言

“对四川石化有了新认识”

巴中“独腿女孩”已去世 眼角膜捐献手术晚上举行

十年期二代身份证今年到期 四川将迎来换证高峰

四川移动开通全省首个NB-IoT业务
停车可以手机提前订位

三星堆大祭祀 为全球华人祈福吉祥
“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

鼓简简，衎我烈祖。”昨日下
午，广汉三星堆祭祀台金鼓齐
鸣，数个“魑巫”手持各种道具
蹦跳而出，在神圣的音乐中，大
祭司高颂祭词。在现场，100多
名身着古蜀祭祀服饰的三星堆

“祭司”重现古蜀祭祀大典。
“这是最后一场彩排，春节

期间将为游客重现古蜀祭祀。”
三星堆管委会主任朱家可介绍，
三星堆是古蜀文化圣地和祭祀
中心，承袭着华夏民族数千年的
血脉源泉，已逐渐成为当今全球
华人祭祀祈福的圣地之一。春节
期间，游客可以真实感受古蜀人
庄严神圣的祭祀活动。

位于四川宜宾城区的南门大桥
横跨金沙江，是连接宜宾老城区和南
岸新区的主要通道。由于年久失修，
宜宾相关部门于2016年组织对南门
大桥进行封闭施工，既扩宽了原有路
面，又减轻了大桥负重。

1月20日，封闭施工9个月的南
门大桥恢复通行。市民都认为此举将
有效缓解宜宾城区交通压力，但意外
的是，主城区部分路段反而变得更加
拥堵，为此宜宾市交警支队向市民道
歉，称此次循环交通组织不力。

三星堆大祭祀彩排现场

6岁的孩子，按理说应该
准备上小学了，但四川宜宾
屏山县龙溪乡大兴村的陈红
友小朋友却无法走进学校。
由于父母近亲结婚，导致基
因突变，陈红友患上了罕见
的“着色性干皮病”和淋巴肿
瘤，满脸长满了流血流脓的
黑色异物，经成都、重庆多家
医院治疗仍无好转。如果再
找不到有效治疗的药物，有
医生推断陈红友的生命周期
仅剩不到一年。

宜宾南门大桥扩宽通车后城区反而更拥堵 图据宜宾零距离网络

陈建仁面对儿子的病情一愁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