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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这个案子还有些疑点，我们再
去现场看看。”“周法官，真是多亏了你。”
3月21日下午3点，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
部主办的百姓故事会——广播舞台剧

“田坎法官周卫东”首场巡演活动在成都
文理学院星空剧场上演，生动再现了金
堂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庭长周卫东
的生前先进事迹。据了解，百姓故事会
——广播舞台剧“田坎法官周卫东”今年
上半年将陆续走进区（县）、市、高校演
出，共计11场。

百姓故事会——广播舞台剧“田坎法
官周卫东”是以金堂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庭原庭长周卫东的生前事迹为原型，运用
舞台表演、现场讲述、专题节目等形式，真
实生动地再现了周卫东一生爱岗敬业、清
正廉洁、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展示
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法官所具
有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优秀品质，塑造了
一个扎根基层、清正严明、执法不阿的优
秀共产党形象。

周卫东是金堂法院一名地地道道的
一线法官，从18岁当书记员开始，他相继在
金堂县法院土桥、竹篙、三星、淮口等多个
法庭当过民事法官。1999年，为了给群众提
供诉讼便利，偏远地区的竹篙法庭率先启
动“坝坝法庭”乡间治理模式，时任副庭长
的周卫东带领法官走到田间地头，从事“坝
坝法庭”巡回审理工作。2016年3月18日，49
岁的周卫东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用生命诠
释了一名合格党员和法官的坚守。

2016年5月3日，中共成都市委追授
周卫东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将他
作为全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的标
杆。2016年12月，人社部、最高人民法院
追授周卫东“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百姓故事会——广播舞台剧
“田坎法官周卫东”

首场巡演活动上演

21日13时，持续9日的雅江森林大火终
于被扑灭。当日，四川省雅江县委宣传部向
记者确认了这一消息。

据了解，火场林相为高山松、冷云杉
和高山栎纯林，部分桦树、杨树等针阔叶
混交林，火场过火面积约100公顷。无人
员伤亡报告。

据雅江县委宣传部消息，3月12日19
时30分许，雅江县木绒乡亚多村发生森林
火灾。调查显示，因大风，国网雅江供电公
司呷拉至木绒35KV输电线路与树梢接触
放电，火花落入松针堆积层后引发火灾。
18日11时40分，火场突起大风，火势越过
50米隔离带，并在2公里外形成新的火场。

截至20日，已有2000余人参与现场
救火，包括武警四川森林总队和支队、雅
江县专业扑火队，以及由康定、理塘、九
龙、炉霍等地前来支援的专业扑火队和
雅江当地干部群众。

根据安排，21日，森警部队、甘孜州各
地扑火队及当地群众650余人继续清理并
看守火场。23日，木绒乡政府将安排当地
群众150人继续看守火场5天。 （新华社）

成都商报记者从川高公司稽查监控
中心获悉，从即日起至4月5日，四川高速
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稽查监控中心（以
下简称川高稽查监控中心）和四川川西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西
公司）将在绕城高速（G4201）开展7至8
座临界车辆逃费专项追缴行动，对车辆
单次及以往逃费、欠费行为进行通行费
追缴，且后续仍将不定期开展整治行动。

据介绍，目前四川省高速公路执行的
客车收费标准为：7座及以下客车按一类
车收费，8座至30座客车按二类车收费，31
座至39座按3类车收费，40座及以上客车
按4类车收费。“临界车”逃费是指：利用车
辆类型分类临界点，通过改装车辆、变造
车牌、制作假行驶证等方式，蓄意隐瞒真
实车辆类型从而偷逃通行费。

此次专项追缴行动将严厉查处部分
驾乘人员利用假牌、假证等方式逃费的
车辆，按照《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相关
规定进行处罚。为确保专项追缴行动取
得实效，川高公司稽查监控中心和川西
公司联合交警六分局绕城大队、执法四
支队二、三大队开展集中打击，重点在绕
城高速相关收费站进行查验和补费。专
项工作组将在天府站、锦城湖站、双流站
设置快捷补缴点，存在降类欠费、逃费的
车主可主动到相应的补缴点补缴所欠通
行费。 邓小琪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雅江森林大火扑灭

绕城高速开展
临界逃费车辆清缴行为

“牙齿早晚会掉，缺一两颗很正
常。”其实这是众多缺牙者的心声，
总是等退休、等不忙，再想想，到最
后牙齿越掉越多，咬不动食物，简单
的一日三餐都成令人头疼的大问
题，健康状况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缺牙非小事，修复可选种植牙

长期缺牙如果置之不理，脱落
部位的颌骨就会萎缩，可能会导致
邻牙倾斜、移位、松动、对牙伸长，影
响进食，还影响外貌。

过去，老人牙齿缺了掉了，传统的

方法是做烤瓷牙和活动假牙，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不易清洁、异物感强、牙龈
疼痛发炎、咀嚼无力等问题随之而来。
而种植牙将人工牙根深植于牙槽骨
内，待其与牙槽骨结合后，再在上面安
装牙冠。由于种植牙的“根”深植于牙床
内，可承受正常的咀嚼力量，功能和美
观上几乎和自然牙一样。一次种植，还
能质保终生，让你无后顾之忧。
进口种植牙半价包干

为关爱缺牙读者，厂家联盟100
万种植牙援助已启动，缺牙市民可

拨打028-69982575，申请进口种植
牙半价包干援助：包括进口种植体、
基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
牙齿可以免费检查啦

健康热线69982575提醒你：缺
牙非小事，修复要及时。另，针对本
报读者，提前拨电话预约，可免费拍
片检查牙齿、免费检测牙齿松动情
况，医生为你制定镶牙种牙方案，不
花钱了解自己的口腔问题。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提醒您：

缺牙非小事，种植牙可申请援助

在爱书这件事上，有一个
人对傅天斌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这个人，就是当代著名诗人
流沙河老先生。1996年，傅天斌
正在四川大学进修学习汉语言
文学专业，喜欢读书却又苦于
没有正确方法的他，鼓起勇气
给流沙河先生写了一封信，请
他给自己推荐值得看的好书。
让傅天斌喜出望外的是，仅仅
过了一周时间，他就收到了来
自流沙河先生的回信。

信中流沙河写道：“天斌小
友：来信迟复了。离乡来蓉做工，
生活不易，你还能读很多书，希
望你勿太劳累致病。你若有空暇
来我家，我欢迎你……”这让傅
天斌深受感动，也开始了他与流
沙河的缘分。

傅天斌说，“我就是这样与
老先生结下了缘分，后来老先
生到毛边书局找过几次书，我
们逐渐熟识，除了书信往来，我
还常去老先生家拜访他，老先
生还为书局题了名。”提到与流
沙河的往来，傅天斌告诉记者：

“有一次老先生来到书局，想找
一本《东京梦华录》，结果找到
了，老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他
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今天在
这里找到了。后来，老先生又来
过几次，来找一些与古文字类
相关的书籍，每次老先生能找
到他想要的书，我都觉得特别
自豪。让爱书之人看到想看之
书，让有价值的书不会尘封落
灰，这是我做书局的初衷。”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联
系到流沙河老先生，说起傅天斌，

老先生直言：“这个小伙子不得
了，很能干。”对于多年前的书信
往来，流沙河老先生也很有印象，

“他以前在中央花园卖书，我还去
那边买了七八百元的甲骨文小字
书，当时外边都很难找到。”

另一位让傅天斌印象深刻
的是车辐。傅天斌说，当年在湖
北新华书店工作时，曾办过一份

《书友》的刊物，当时曾找到了多
位大家约稿，其中就有车辐。后
来到成都开书店时，也曾为车辐
寻找旧书。两人保持着多年的书
信往来，“每次给他送书，他都要
给钱，我不要，他还要跟我急，可
惜前几年也离开了。”在傅天斌
的文件夹里还收放着车辐为他
题写的字句——有志于文化交
流，做了大好事，是为可敬。落款
显示“成都车辐八十又七”。

除了流沙河、车辐，中华书
局的傅璇琮，著名作家、翻译家、

“七月派”重要作家贾植芳，复旦
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作家牧
惠、钟芳玲等众多名家也曾与傅
天斌有书信往来。傅璇琮、陈思
和盛赞毛边书局为“流动的书
房”。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毛边
书局内，看到了这些“大家”给傅
天斌写来的信。傅璇琮在一封信
中说，“拙著《唐代诗人丛考》近
重印出版，拟寄奉一册”；著名出
版人、作家钟芳玲从美国寄来的
信中，用中英文写道：“欢喜遇见
一位对古旧书热爱者”。“算上一
些其他的读者，多年来书信足有
3000多封。”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王勤 实习生 岳依桐

小区深藏旧书店

流动的书房 流通旧书100万册

成都西门的一个老小区
内，45岁的湖北人傅天斌在
这里经营着一家老旧书店，
取名毛边书局。从仅两平方
米的小橱窗到如今百平米的
套三房间，毛边书局已经20
年了。多年来，店址几度更
换，但都隐身于小区内。藏书
也从最初的几十本到了现在
的10万余册。

尽管店址隐蔽，但在书
友圈中，“毛边书局”的名声
却不小。20年来，书店流通的
旧书达百余万册，买家甚至
远至海外。收到的书友来信
也多达3000多封，其中包括
不少名人大家。让傅天斌引
以为傲的是，书店的店招题
字正是来自于流沙河。

21日，一场小雨后，成都阴冷了不
少，傅天斌的书店依然大开着窗户，“书
多，容易发潮，只能开窗通风。”

傅天斌的这家书店位于成都西门的
一个老小区内。21日下午，怕记者难以找
到书店位置，傅天斌提前站在了小区的
院坝里。“这边请！”见到记者，傅天斌礼
貌地举起了右手，走在前面引路。书店
位于一栋住宅楼的1层，三室一厅，近百
平方米的房间被两米多高的书架挤得

满满当当，书架之间的通道最窄处还不
足半米，整个房间的味道也被油墨香占
据。“确实太窄了，有时候书友来找书都
得排队。”傅天斌说。

4年前，傅天斌租下了这套住房，房
租1500元，转运书籍前前后后花了近半
年时间。在这里，汇集着数万品种的各
类书籍，共计10万余册，一大半都是在
市面上已经难以找到的旧书、毛边书，
价格从几元到数千元不等。

尽管书店藏身小区，仍有不少人慕
名而来。“爱书的人总能找到这里。”傅
天斌说，曾经一位日本的书友让他印象
深刻，“我们到了成都后，先后搬了3个
地方，每一次更改地方，都没有告诉他，
但他总能找到我们，一打开门他就会立
马说一句‘还记得我吗？’”

1997年，傅天斌在湖北十堰创办了
“毛边书局”，那时他还是当地新华书店
的职员。2001年，与爱人结婚后，傅天斌

来到成都，并在光华村附近的小区内租
下了房间，继续卖书。“其实也谈不上是
什么生意。一月下来，除去房租和收书的
成本，也就5000元左右的收入。纯粹是因
为爱书，喜欢这个。”傅天斌说。

今年即将迎来书店20周年，傅天斌
计划再找一个“像样的地方”，“让这些书
不至于这么憋屈，爱书的人也能方便地
来阅读。”傅天斌介绍，20年间，通过书店
流通的各类旧书就已经有百万余册。

对于傅天斌来说，收书是最重要的一
个过程，“有时候去旧书市场，别人都盲目
的淘书，我是一定要翻翻书的内容的。”

说起收书，傅天斌带着一点骄傲，
“有一次，我去收车辐老先生的书稿，我
到的时候，同行已经淘过一遍了。我看
到剩下的书稿上，车辐先生署的是自己
的笔名，例如‘苏东皮’、‘洋槐’等，别人
不知道还以为这些书稿毫无价值，我立
刻就买下了，装了整整一个编织袋，才
花费了300元，捡了个大便宜。”

另一类重要的收书部分还有毛边
书。“毛边书其实是一种装帧方式，一般
的平装书每页都是分离的，而毛边书则
是相连的，这一类书在出版的时候是很
少的，一般是作者留给朋友或者书友把
玩的，每看一页都要用刀自己来分离，
看完之后还可以把周围全部裁剪掉，不
会影响到书的边缘部分。”

“现在旧版的毛边书很受人追捧，
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热门收藏品种之
一。”傅天斌说。

100平米房间藏书10万册小区书店

▲ ▲

买家来自全国各地 不乏海外书友经营20年

▲ ▲

别人不要的“废物”他却当宝收书故事

▲ ▲

车辐题字“做了大好事”“大家”读者

▲ ▲

近日，“西安地铁三号线电缆安
全存在问题”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3月20日晚，西安市政府通报西
安地铁三号线问题电缆抽检结果，

“经第三方检测，此次送检的5个样
品都不合格，但并不会影响机车安
全运行与控制。”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成都轨
道交通也有部分线路采用了涉事企
业陕西奥凯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的低
压电缆。对此，成都轨道集团昨日发
布声明回应：集团已于3月17日成
立了专项工作组，对全线网电缆进
行全面排查、检测和整改；3 月 19
日，对在建线路的各型规格电缆进
行了取样、封样和送检，目前检验结
果未出。对于已运营的3号线一期，
则“在保障日常安全运营下，分批取
样送检”。

排查
5条轨道交通线路采用奥凯电缆

成都轨道集团确认，通过排查，

目前已运营的3号线一期、在建的4
号线二期和 7 号线部分 400V 低压
供电标段采用了奥凯电缆（7 号线
仍有部分标段还未安装）。还未开始
安装电缆的 1 号线三期、有轨电车
蓉2号线部分项目计划使用该品牌
电缆，暂未供货。根据投融资合同的
相关约定，在成都地铁使用的奥凯
电缆均由各线路投融资+总承包单
位中铁成都轨道交通工程指挥部（3
号线一期、7号线、1号线三期）、中
国电建成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4
号线二期）、四川中铁建地铁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有轨电车蓉2号线）作
为招标主体，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进行采购。

应对
根据项目进度分3类处理

对于采用奥凯电缆的几条线
路，电缆会进行全部更换吗？已开通
运营的 3 号线，市民是否需要担心
线路的安全问题？3 号线会不会因

为更换电缆停运？成都轨道集团回
应，为保障市民的日常出行安全，会
根据项目进度不同，具体分为三类
情况来分别进行处理。

■已开通（3号线）
夜间抽检 不影响正常运营

成都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作为
此次采用奥凯电缆的唯一一个已开
通运营的项目，是市民关注的焦点。

作为3号线一期的投融资总承
包单位，中铁成都轨道交通工程指
挥部的相关负责人昨日告诉记者，
中铁城投已抽调了一组由 20 名技
术人员组成的技术团队，从今日起
配合成都轨道集团完成3号线一期
电缆的故障排查工作。双方将在不
影响白天正常安全运营的前提下，
利用夜间停运时间和使用备用电缆
的方式，对现有电缆进行分批取样、
封样、送检，若电缆抽检结果不合
格，将立刻组织在夜间停运时更换，
并通过加强运营日常监测维护、做
好应急值班等方式，确保运营安全。

成都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指
出，3 号线一期已使用的奥凯品牌
电缆主要用于各线路车站的 400V
低压供电。“主要供车站通风、空调、
照明等设备系统使用，不影响列车
行车安全。”

■已安装（4号线二期、7号线部分标段）
做好更换准备 年内如期开通

4 号线二期和“第一条环线”7
号线，都是计划将于今年年内开通
运营的新线。线路的开通时间会不
会受到影响？

对此，成都轨道集团表示已经
对4号线二期、7号线项目部分标段
的该品牌电缆送检，下一步将分批
抽检，全面检测电缆的各项技术指
标。“同时，已责令投融资总承包单
位立即停止了对在建项目该品牌电
缆的供货和安装，并已做好备货准
备。若检测结果不合格，将重新择优
选择符合技术标准的合格电缆，并
在最快时间内对已安装的不合格电
缆进行更换。”

至于两条线路的开通时间，成
都轨道集团表示，将督促总承包商
单位，积极备货、快速安装、优化组
织、加大资源配置，“践行在年内如
期开通3条新线的郑重承诺。”

■未安装（1号线三期、有轨电车蓉
2号线、7号线部分标段）
停止供货、重新选择，纳入黑名单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对于 1
号线三期、有轨电车蓉2号线和7号
线部分标段，奥凯电缆的安装进度
尚处于未供货或进场未安装的阶
段。对于这些线路，成都轨道集团表
示，将“一律停止供货、安装”，并责
令投融资总承包单位择优选择符合
技术标准的合格电缆，奥凯电缆已
列入成都轨道交通建设的黑名单。

中铁成都轨道交通工程指挥部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对1号线三期
和7号线已经进场但还未使用的陕
西奥凯电缆将全部进行封存并予更
换，未供货的全面停止供货。”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成都轨道集团全面排查奥凯电缆
3号线日常运营不受影响 4号线二期、7号线今年如期开通

3月21日，成都清溪东路80号，近百平方米的房间被两米多高的书架挤得满满当当

傅天斌在毛边书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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