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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母亲想看峨眉山
眉山男子租直升机尽孝

让秩序之美融入城市
成都市民代表集体倡议——

礼让斑马线
文明在我心

飞行路线目前已获空域管理部门批准，本周内即可飞行

“文明是一种态度、更是一份力量，让
我们行动起来，让斑马线礼让成为社会风
尚，让文明礼让深入人心。
”8 月 14 日下午
3 点，
由成都市文明办联合市交管局、成都
商报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特别策划的“礼让
斑马线·文明在我心”倡议活动在成都举
行。现场来自成都各行各业的市民代表聚
集在一起，
共同发出倡议，
希望大家从自己
做起，
礼让斑马线，
让文明礼让之风深入人
心，
从而掀起全城礼让的文明序幕。

现场 市民代表倡议礼让斑马线
城市更美丽

朱建军昨日在路正航空公司考察直升机

“听说柳江古镇和峨眉
山好看得很，晓得长啥子样
子哦？”得知朱建军在洪雅
工作，母亲王淑彬随口说出
了这话，让朱建军心生愧疚
了好一阵：母亲生下兄弟七
人后，因缺钙背驼体衰，父
亲去世后，母亲为家人付出
了太多。
考虑到母亲年老晕车
又不能久坐，8 月初，41 岁
的眉山男子朱建军联系到
了四川路正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路正航空公
司），准备租用一架直升机
将母亲从家中接出，让母亲
坐在直升机上空中俯瞰柳
江，
远眺峨眉山。
8 月 14 日，成都商报记
者从空域管理部门和路正
航空公司处证实，申请前往
朱建军家中接其母亲的自
用飞行已获批准，本周内即
可飞行。高兴的不只是朱建
军，72 岁的王淑彬蹒跚着
小脚，在家里转来转去：
“好
久可以坐直升机呢？我要换
一身新衣裳哦。
”

朱建军（右）昨日带着航空工作人员
回家与母亲商谈乘机细节

母亲想看柳江峨眉山

为何要选直升机？

计划已获批准

男子准备
租直升机接送

母亲晕车
且不能久坐

两人费用
约 5000 元

8 月 14 日 ，眉 山 市 东 坡 区 悦
兴镇马堰村 7 组，屋外的南瓜叶，
蔫蔫地耷拉下来，挡住了回家的
小路。
门框有点低，身高接近 1 米八
的朱建军带着朋友猫着腰进了门，
王淑彬正在准备做玉米馍馍，看见
儿子回来，笑容从王淑彬脸上的皱
纹里散发开来，她把手在围裙上擦
拭两下，蹒跚着小脚，从屋里搬来
两根木凳子，招呼着大家坐下。看
见朱建军满头大汗，王淑彬把桌上
的塑料扇子塞进了朱建军手里，又
弯腰到处找起了水杯。
屋外的菜地依旧，72 岁母亲的
背却越来越驼，锅里是母亲准备的
玉米饭，桌上，还剩着一碟小咸菜。
看到这些，朱建军眼睛有点湿润。
他想起了上次回家的情形。7
月中旬，朱建军回家看望母亲，得
知朱建军现在在洪雅工作，王淑彬
随口问了问朱建军：
“娃儿啊，听说
柳江古镇和峨眉山那些好看得很，
晓得长啥子样子哦？”
母亲的这话，让朱建军心里发
酸，
自己在洪雅工作了一年多，
却从
未带母亲仔细看过一次柳江古镇。
“母亲生下了我们兄弟七人，
因缺钙背驼体衰，特别是父亲去
世后，她为家人付出太多，她有这
个愿望，我们一定要满足她。”朱
建军说。
8 月初，朱建军通过朋友联系
了到了四川路正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准备租用一架直升机将母亲从
家中接出，让她坐在直升机上空中
俯瞰柳江，远眺峨眉山。

朋友们外出查看地形，
朱建军准备跟出去，
王淑彬拉住朱建军的衣服，悄悄地问道：
“今天
中午把饭吃了再走嘛？
我出去摘点菜。
”
“妈，这就是我说起的准备带你坐飞机的
朋友，他们今天来看看地形，看完就走。”王淑
彬耳朵有点背，朱建军大声地靠在她耳旁说
道。
“ 好好好，感谢你们，我坐不坐得直升机
呢？”听说儿子马上就走，王淑彬脸上闪过一些
失望，
感谢的话，
声音也低了下来。
“我妈身体不好，坐 20 来分钟，她脊椎就
受不了。”朱建军解释，母亲前些时候生过一场
大病，要晕车，也不能久坐。如果开车的话，从
家里接上母亲到柳江，需要将近 2 小时的时
间，母亲身体受不了，而选择直升机从家中接
的话，只需要半小时左右就可以。
“ 我咨询过，
租直升机飞一次，大约在 5000 元左右，我的经
济条件能承受。
”
除了让母亲高兴和更加便捷这个因素外，
朱建军也有一点自己的小私心：自己工作比较
忙，趁着母亲的身体条件尚可尽快实现，以后，
这样的机会怕是越来越少。此外，要是把直升
机开到家门口接母亲，周围的人肯定大家都要
来看，看到直升机到家门口来接我妈，她脸上
也光彩点。
查看完地形，朋友告知朱建军此处可以供
直升机降落。听闻直升机可以开来家门口，王
淑彬蹒跚着小脚，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在家
里转来转去：
“好久可以坐直升机呢？那天我要
换一身新衣裳哦。
”
“妈，合适的话，我打算周四请直升机去接
你，这两天，我要回去准备下，你看你喜欢穿什
么衣裳，
我给你买。
”朱建军说。
接近午饭时间，屋外周围邻居开始回家准
备做饭，听闻朱建军准备租直升机到家门口来
接母亲去看看柳江古镇和峨眉山，好几名邻居
都感叹了起来：
“朱建军这个娃儿，
以前就孝顺，
这次为了老娘，
还是考虑得周到。
”

一开始听到朱建军的愿望，多名四川
路正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均有点
意外。
该公司一名负责人称，7 月份，朱建军通
过朋友找到公司时，自己一度还以为他在开
玩笑。
“我们公司在从事飞行员培训、空中勘
察，空中婚礼，也进行过空中商务接待，但搭
乘 70 多岁的老人空中游览还是第一次。”
“我们是有一条航线是从彭山直飞洪雅
的，但中途不能停留，从程序上说，如果要直
升机能在中途改道降落，这需要向空域管理
部门重新提出申请。”这名负责人说，经过再
三沟通，公司派出工作人员到其家里查看地
形，证实朱建军的动机后，公司同意了朱建
军的请求，于 8 月初向空域管理部门提出了
书面申请，目前，申请已得到了空域管理部
门的批准，本周内，就可以飞行，具体时间还
要看朱建军和其母亲商量后再定。
在一份空军航空管理处出具的“复《关
于四川路正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在眉山进行
自用飞行的请示》”上，成都商报记者看到，
该文上写有：经研究，同意在眉山市划设临
时空域及航线，供你公司 R44 型直升机进行
自用飞行用。此外，该文上还对临时起降点、
空域范围、航线、飞行高度等做了明确，使用
期限为 2017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31 日。
8 月 14 日，成都商报记者根据该文上的
联系方式，致电该航管中心，证实了该文的
真实性。
路正航空相关负责人介绍，用直升机游
览，是和乘车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从彭山飞
到柳江，需耗时 40 分钟左右，朱建军和其母
两人的费用约 5000 元，鉴于朱建军是为其
母亲圆梦，
公司也将给予优惠。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摄影报道
眉山新闻热线：
136796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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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靓号无故被过户 买回要100万？
几天前，
黑龙江人刘女士，
拿到了绵阳市
高新区法院的判决书，
虽然判决明确说明，
其
于十年前购买的尾号为7个1的靓号，被擅自
过户过了他人，
导致其不能继续实现使用权，
但刘女士仍高兴不起来，因为该号码已被他
人善意取得，
无法恢复刘女士的使用权。
14日，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上该号码
现在的使用人秦先生（化名），对方表示，要
想买回该号码，至少需要100万元。目前，刘
女士已经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称自己购买该号码花了20余万元，因此要求
恢复对该号码的使用权。

20余万买的靓号
被无故过户给他人
“我妹妹当时购买该卡时，花了20余万
元，而且是实名购买。”8日，刘女士的哥哥刘
先生介绍，2007年，刘女士在绵阳联通公司
申领了号码为7个1的手机卡号，并按约定预
存了话费，当时每个月要消费500多元，该号
码一直为刘女士的丈夫使用。
刘先生介绍，2010年，刘女士变更了资
费，每个月消费80多元。2011年下半年，其妹
夫因触犯刑法，被警方刑拘、逮捕，后获刑10
余年。2014年，刘女士与丈夫离婚，2016年5
月，刘女士的前夫让刘女士继续使用尾号7
个1的手机号，于是刘女士向绵阳联通公司
申请补办卡号，但被拒绝。
“后来我们通过了解，2012年1月，该手

机号码已经通过绵阳联通公司的一家代理
商被过户给他人在使用，不过从我妹夫被抓
到该号码被过户，我们从来没有拖欠话费，
也没有办理过停机、过户等手续，联通公司
为啥把我们的号码过户给他人？”
刘先生说。
刘先生介绍，他电话联系过现在号码的
使用者秦先生，对方表示自己购买该号码花
了48万元，且是和之前的持有人实名过户，
有相关的纸质资料。
“不过之前和秦先生的对话，我们没有
录音等证据证实，我们花20余万元购买，也
因为过了10年时间，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刘
先生显得很无奈。

起诉联通打赢官司
但法律和事实上已不能实现
为了找回该号码，刘女士于去年8月向
绵阳市高新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
绵阳联通公司补办号码为7个1的手机好卡，
并保证正常使用。在诉讼过程中，刘女士变
更诉讼请求，恢复7个1的号卡，或者提供尾
号为7个5、7个6、7个7、7个8、7个9的同资费手
机号卡一张。
庭审中，绵阳联通公司称，刘女士在代
理商处申请办理过户时，公司通过管理系统
进 行 了 合 理 的 审 查 ，故 不 存 在 过 错 。且 从
2013年9月开始实行实名制登记后，号码使
用人如未完成实名制登记工作，电信服务企
业也有权注销号码、停止服务。
责编 李东 美编 唐倩

14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刘先生提供的法
院判决书上看到，法院认定，2012年1月21日，
该手机号在绵阳联通公司的一家代理商处
办理客户变更业务，过户给了罗某某。随后，
该号卡用户又先后三次进行变更，并最终于
2012年11月15日变更为秦先生。2016年6月27
日，绵阳联通公司向刘女士出具证明，证实
该手机号2012年1月21日前，系统显示的登记
机主为刘女士。
法院在判决中称，该手机号在办理变更
业务中，由刘女士变更为罗某某时无客户证
件审验记录，绵阳联通公司又不能出示此次
业务办理过程中形成的纸质材料，不能证实
变更是由刘女士或其委托代理人到场办理，
且不存在已逾期未交纳电信费用达90日以上
的情形。因此，代理商在授权代理期限内，未
经刘女士同意擅自将涉案手机号过户给他
人，
导致刘女士不能继续实现使用权，
事实上
已造成刘女士与绵阳联通公司的合同关系被
无故解除，
因此，
刘女士有权要求绵阳联通公
司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

买回号码
现在需要支付上百万？
虽然法院这样认定，但刘女士仍然高兴
不起来。因为法院在判决中称，秦先生是善
意取得该号卡，刘女士要求恢复该号码的使
用权在事实上已无法实现。同时，刘女士要
求采取的补救措施（交付尾号为7个5、7个6、

7个7、7个8、7个9的同资费手机号卡一张），
因绵阳联通公司有权管辖、经营的此类型手
机号卡均已在网使用，所以在法律上和事实
上也已不能实现。
最后，由于刘女士没有提出赔偿请求，
因此，法院判决绵阳联通公司支付刘女士
5000元律师代理费。
几天前，拿到了判决书的刘女士，立即
表示要上诉。刘女士在上诉状中称，该号码
从自己实名购买到被过户前，一直没有欠
费。2011年，其丈夫因触犯刑法被判16年，该
刑事案件侦办期间，该号码被公安机关扣
押。2016年5月去补办该卡号时才知道，该号
码已过户给他人。
刘女士在上诉状中称，号码被公安机关
扣押期间未使用，属于不可抗力，且也没有
拖欠话费（一审已查明），绵阳联通公司违规
操作，通过多次过户，将该卡号卖给了他人，
法院应该查清第三人秦先生向绵阳联通公
司购买该卡号所花了多少钱等。
同时，刘女士认为，秦先生取得该号码
不适用善意取得，因为手机号是使用权，而
非绝对的所有权，不是购买人以后不使用
了，
该号码就完全消失。
14日，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上该号码
现在的使用者秦先生，对方表示，要购买回
该号码，至少需要100万元。那么，秦先生在
购买该号码时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对此，秦
先生表示，
他没有作证的义务。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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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成都各行各业的12名市民代表现
场参加倡议活动，
其中包括创新创业代表、
成都高校代表、
志愿者、
外国友人代表、
交通
共享平台代表、
出租车司机、
公交车司机、
私
家车司机等等。
“我回到成都后，
发现在斑马
线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越来越多了。
”
刚从
瑞典留学回成都1个月的留学生朱虹宇说，
回国后发现成都跟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
化，
在过人行横道时，
机动车会主动停车让
行，
让行人先行通过，
以前在国外常遇到，
而
这种现象现在在成都已经很普遍。
广大驾驶员是城市交通中的重要参
与者，在成都老司机熊军看来，
“我觉得无
论什么情况下，遇到行人都应该停车让
行，而不仅是减速，在道路上行驶行人的
安全是第一。”熊军表示，组织这样的倡议
活动他十分支持，他希望身边的司机们都
行动起来，
共同营造文明礼让之风。

活动 示范路口直播斑马线礼让
与市民互动

本次活动旨在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精神，
发展
“创新创造、
优雅时尚、
乐观包容、
友善公益”
的天府文化，
落实市委全面推进
“三治一增”
决策部署，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
由成都市文明办联合市公安交管局、
成都
商报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特别策划举行。
“接下来，
我们还会通过直播平台向市
民展现斑马线礼让系列活动，
市民们可以通
过手机等终端适时了解
‘礼让斑马线’
活动开
展情况。
”
市文明办创建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在成都市内五个文明示范路口直播当天
斑马线的礼让情况，
引导车辆、
非机动车辆及
行人各行其道、
有序出行，
分享平日里斑马线
上的趣事和温暖故事，
并与网民互动。
据成都市公安交管局宣传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成都交警对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
违法行为持续严管，
从 6 月份起，
成都交警
开展以
“车让人”
为重点的七乱、
五车、
三驾
交通秩序专项整治以来，截至目前共查处
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 1.6 万余件。
“不
礼让斑马线的情况大有改善，未发生一起
因不礼让斑马线发生的交通事故。
”
该负责
人表示，将持续在成都市交管局官方网站
上对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和不遵守交通规
则的行人进行曝光，并鼓励广大市民通过
“蓉 e 行”交通众治公益联盟平台对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曝光，
参与交通众治中来。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
治还是不治？

体检时，查出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
多，有人认为不疼不痒无须理会，有人担
心万一癌变，还有人想一切了之……甲状
腺结节是指甲状腺内出现了一个或多个
机构异常团块，那么面对令人纠结的结
节，
究竟该怎么办呢？

查出甲状腺结节怎么办？

统计显示，约 85%-95%的甲状腺结
节 为 良 性 ，恶 性 甲 状 腺 结 节（即 甲 状 腺
癌）比例约为 5%-15%。一旦查出甲状腺
结节，应当立即前往医院找专业医生，最
重要的是评估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
性。如果是体积小于 1CM 的良性结节，
可以严密观察，每 3-6 个月复查一次。如
果是良性结节偏大，尤其是出现压迫到
气管和周围组织，造成吞咽困难和声音
嘶哑，脖子粗大影响美观，甚至合并甲亢
或甲减症状，则需要采取微创手术治疗。
如果是甲状腺癌，必须尽快手术，彻底切
除病变组织。

甲状腺肿瘤病友分享会
暨专家见面会
8 月 19 日（本周六），届时将邀请成功
治愈的甲状腺肿瘤病友现场分享自己与
病魔抗争经历：如果你查出甲状腺结节正
在纠结治还是不治，或是甲状腺肿瘤还没
有确定治疗方案，不妨到现场听听他们的
成功抗癌经历，现场还将邀请（原）省肿瘤
医院头颈外科陈建超、
（原）华西医院甲乳
外科文乐斌、华西医院外科博士陈伟联合
会诊。凡报名参与活动读者免挂号费；此
外，住院费援助 10%，拨打四川名医健康
热线 028-69982575 即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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