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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心思］

为什么修路？那些老路窄的地方只有巴掌宽，到镇上读书的
孩子走起来既费力又不安全
为什么栽树？
“留棵树在路边，
后人也可以乘一下凉嘛”

［不凡的成果］

凭借双手修整了任隆中学至冬瓜寨、东新至任隆、先锋桥至
莲枝嘴、安子沟至任隆等 13 条村道；很多通村公路，都是沿着他
当年修的村道路基扩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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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坚持：
修了 13 条村道

栽下数千棵树

吴启好老人站在修好的蓄水池边

让后人可以乘一下凉

“我是 69 岁那年开始修路的。”吴启好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那时候他已经退休 10
多年了，从绵阳一个伐木场回到老家任隆
镇。有一天，看到一群孩子到镇上读书走的
路很危险，于是他决定把这些路修宽一点。
吴启好记得，那些老路窄的地方只有
巴掌那么宽，小孩子走起来既费力又不安
全，他常听人说，有人赶的牛都从这山上掉
了下去。
说干就干，他买来錾子、手锤、锄头等
工具，从此早出晚归。因为离家远，老伴杨
素华还常常把饭送到山上去，并跟着他一
起干活。
“那时候年轻，有力气。”吴启好说，自
己虽然个子小，但也能挑个百来斤。两尺长
的錾子，打得只剩半尺长，一年要打废掉好
几根錾子。就这样，吴启好凭借双手，修整
了任隆中学至冬瓜寨、东新至任隆、先锋桥
至莲枝嘴、安子沟至任隆等 13 条村道，总里
程 30 余公里。
吴启好修的山路，最窄的路段都有 1.5
米，
宽的路段超过 3 米。
这些路虽然开不了车
子，
但村民步行既平顺又安全。
“只要听说任
隆镇有哪条路不好走，
他就要去修。
”
杨素华
告诉记者，
吴启好
“已经修路修上瘾了”
。
任隆镇寨子坝村村民黄天云告诉记
者，多年前他就看到吴启好在山上修路，这
么多年，没想到他还忙活在山上，路修好
了，随时还去修修补补。

过去几年，
农村基础设施大幅改善，
通
村公路把每个村子都连接了起来，
吴启好自
己也发现，
“通村公路修好后，
这些村道上的
人就不多了。
”
但事实上，
很多通村公路，
都
是沿着他当年修筑的村道路基扩建起来的。
路都修好了，吴启好开始种树，自己
以前修的村道，现在的通村公路旁边，只
要哪段路边没有树木，他就去栽上。
“留棵
树在路边，
后人也可以乘一下凉嘛。”
吴启好并没有严格选择树种，榕树、
柳树、梧桐树……这些树苗，都是他在附
近苗圃找来的。
“有些树苗人家不要了，我
就移栽到路边。”吴启好说，如果没找到树
苗，他就栽榕树，因为榕树埋下枝条就可
以直接存活。
为了把树栽好，吴启好每年还会给树
苗用上几百斤肥料，
并在路边修多个水池。
前两年，
他都是自己挖个大土坑，
然后垫上
塑料布，
攒下雨水用于浇灌。
今年，
他花 400
多元，
请人修了一个水池，
水池还接上了胶
管，
可以直接浇灌沿路栽下的树苗。
为了保护好树苗，吴启好还在路边用
枝条编上围栏，
“不编围栏，小树苗可能会
被牛吃掉”。记者看到，在镇子附近的两条
村道旁边，吴启好栽下的树苗，高的已经
有三四米、手腕那么粗了，矮的是今年春
天才刚刚栽下去的小树苗。
吴启好说，具体栽了多少也记不得
了，
至少有几千棵。

大家久等的新款双星健步鞋来了
“飞织网面”更耐穿、更舒适、更时尚、更护脚

本周五起，商报买够网携手双星名人厂家进行惠民直销，1 双 168 元、两双 300 元
金九银十，天高气爽，不少老年
人都会邀约朋友一起参团旅游。除了
准备好适合的服装，一双轻便好走的
鞋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本周五开始，成都商报买够网
将再度与著名鞋业双星名人合作举
行惠民直销，
给蓉城中老年朋友带来
双星名人生产的“九玖”健步鞋秋季
新款，它采用国际流行的高弹飞织鞋
技术，更透气，更轻薄，更柔软，不论
是日常穿着，还是遛弯逛街、外出旅
游都非常舒适。所有鞋子都是厂家直
供，男女款不同颜色可选，特卖价一
双 168 元，两双 300 元。

■市民来电
上半年热销的健步鞋还卖吗
“买够网哇，你们上半年卖的健
步鞋，现在还卖吗？”
“天气说冷就冷，
我想给父母买双更舒适更耐穿的健
步鞋……”从 9 月初开始，买够网客
服热线 86626666 就陆续接到市民来
电，称想购买买够网上半年特卖的双
星名人健步鞋。
家住大川巷锦上花小区的房女士
说，她每晚都要沿着河畔遛弯散步，
“走路也是一种锻炼，以前买的运动
鞋太重，穿起不舒服，走路费劲，
今年
3 月在买够网特卖会买了双春款健步
鞋，穿起非常舒适，到哪儿都穿它。”
房女士说，换季了，她想再买两双秋
款健步鞋，
一双她穿，
一双老伴穿。
“我们为大家精选的健步鞋来自
大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非常优
惠，今年上半年特卖春款，短短几天
就热销 5000 双。”买够网生活馆店长
高伟说，由于之前的好口碑，再加上
市民的需求，从本周五开始，买够网
将再度携手双星名人鞋业推出秋款
健步鞋直销活动。

■秋季新款
“飞织网面”更加轻薄透气
为何这么多中老年人都青睐双星
名人健步鞋？因为这是一款专门针对
中老年人脚掌变宽、拇指易外翻等特
点定制的鞋子。据双星名人健步鞋的
厂家代表介绍，
今年的秋季新款
“飞织
网面”健步鞋采用的是国际流行的高

黑作坊排放超标 1152 倍污水
负责人被判刑1年2个月 罚款3万

未配套任何环保设施，电镀废水直接
排放，重金属超标 1152 倍，双流区彭镇一
家无证经营的小作坊，专门从事电镀来料
加工生产，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执法部门接到举报后，将小作坊老板
杨某和管理人员魏某抓获，并立案侦查。
两人因涉嫌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双流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12 日，双流区检察院检察
长对两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双流法院院长
担任审判长，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最终，双流法院一审判处小作坊负责
人杨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并处罚金 3 万
元；
判处管理人员魏某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
处罚金1万元。
孙丹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实习记者 祝浩杰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 提醒：

抗秋喘
哮喘专场会诊活动开启

直到干不动为止

坚持

让孩子上学的路好走点

栽树

修路

88 岁 的 吴 启 好
身体依然硬朗，这个
夏 天 ，他 又 挖 了 100
多个窝子，等到天气
凉爽后，就可以栽上
树苗了。
在遂宁市蓬溪
县 任 隆 镇 ，过 去 20
年，吴启好从绵阳一
个伐木场退休后，先
是修路，前前后后修
整了30公里的村道；
路修好后，又开始在
路边种树，他说：
“留
棵树在路边，后人还
可以乘一下凉。
”
近年来，通村公
路修好后，吴启好修
的村道行人渐渐少
了，但他还是习惯去
自己修的路上走一
走，看看哪里被水冲
了，便扛着锄头把路
补 好 ；路 边 的 荒 地
上，他也陆续种上了
各种树苗。到底种了
多少树他也记不清
了，大概几千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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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吴启好趁着下雨后土地松
软，又在路边空地上挖了 100 多个窝子，
他说等到秋天凉快下来就可以栽下去了。
88 岁的吴启好高高地举起锄头，一锄
一锄地挖下去，然后扶着锄把喘着气说，
现在腿部有了骨质增生，力气大不如从前
了。但他还没打算停下来，
“能干到什么时
候就干到什么时候，
直到干不动为止。”
今年6月，
吴启好冒着大雨在路边栽树
的时候，
还摔到了几米高的山坡下。
村民胡志
才正好看到，
把他扶了起来。
“滚了好几转，
还
好只是把脸擦伤了。
”
吴启好告诉记者。
吴启好说，以前他在伐木场的时候，
主要负责运送木料、育苗栽树，所以对栽
树很有心得，
也很喜欢。
吴启好夫妇生育了 4 个子女，儿子吴
南阳在绵阳工作，
吴南阳告诉记者，
前段时
间，
父亲在绵阳治疗腿部骨质增生，
刚刚好
转就回了老家，
“将近 90 岁的人了，
很担心
他的安全，
劝他别去栽树了，
他就是不听。
”
吴启好的事迹早就被当地人所熟知，
“就是那个瘦瘦小小的老人啊，这精神真
的了不起。”今年，吴启好被评为遂宁市第
五届道德模范。任隆镇副镇长黄辉军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吴启好老人无私奉献，不
求回报，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他
修的路为村民上山提供了很大方便，他栽
的树对绿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经国家相关部门研究决定，每年 9 月
的第三周将作为“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
国大型义诊活动周。为提高市民对哮喘、
气管炎的认知，在“义诊周”即将来临之
际，四川名医热线特开展“抗哮喘·献爱
心”大型知名专家哮喘、气管炎专场会诊
活动，为饱受哮喘、气管炎等老肺病折磨
的朋友送上健康大礼。届时，四川名医热
线呼吸病专家组知名专家亲临现场，为广
大哮喘、气管炎、肺气肿患者排忧解难
专家介绍，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老
肺病是一种临床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
量，我国每年有 100 万人死于慢性呼吸
病，
而且每年还在高速递增。
专家指出，呼吸病早期不易觉察，当
活动时出现气促、憋喘已经非常严重，如
果哮喘、气管炎久治不愈，迁延反复，就需
查准病因，采取针对性治疗。许多患者对
哮喘、气管炎的认识存在误区，导致治疗
过度或不足，让病情越来越严重，产生很
多并发症，甚至持续加重，导致肺部感染、
气胸和纵隔气胸、呼吸衰竭，
以至猝死等。
所以，早发现早治疗对于呼吸病的防
治非常关键，多数哮喘患者早期发现后，
经过规范化治疗，症状很快就能得到缓
解，肺功能也逐步得到改善，不仅降低了
治疗费用，
而且避免了恶化加重。
四川名医热线呼吸病会诊专场报名
热线：
028-69982575

快报名！028-83318332

中老年人看眼病 费用减免了
白内障三焦点晶体手术 一站式解决近视、老花和白内障
老年人视力模糊 多半是患白内障
随 着 智 能 手 机 的 普 及 ，许 多
以前连鼠标都不会用的老年人，
却在智能手机上玩得非常开心，不
但会发短信，还有自己的微博、微
信，生活中发生的趣事也要发到朋
友圈秀一下。不过，许多老年人某
一天突然发现手机看不清了，或者

看一会就眼睛痛、头晕，看其他东
西也特别模糊、重影等。眼科专家
指出：老年人视力模糊，多半是患
了白内障。白内障是一种常见于老
年 人 的 眼 部 疾 病 ，因 其 易 发 病 和
易 致 盲 ，现 已 成 为 世 界 上 第 一 致
盲性眼病。

治疗白内障 不仅要
“看得见”还要
“看得清、看得好”
据健康报报道，我国 40 岁以
上人口中,未矫正的“老花”人数约
为 3.71 亿，中老年人中普遍存在未
矫正的老视眼；我国 60 岁~89 岁
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 80%，90 岁
以上人群白内障发病率达到 90%以
上。
与高居不下的发病率相对应，
随
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
的整体提高，人们对于眼科治疗的
术后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看
得见”向“看得清、看得好”转变，不

弹飞织鞋面技术。飞织是指用纱线织
物通过电脑编程，
设计出鞋面纹路，
然
后连同整个鞋面，一起编织而成的技
术，这是在“赤足化”的概念上研发而
成。
采用这种技术制作的健步鞋，
就好
像是脚上的第二层皮肤一样，
轻薄透
气会呼吸，中老年人穿上后清爽不捂
脚，走路轻便不累脚。不仅如此，
秋季
新款健步鞋还增加了减震、
防滑功能，
让中老年人穿上更舒适，
走路更安全。
人到了老年后，
脚是非常容易变
形的。而对于已经脚部变形，并且更
加怕滑怕摔倒的老年人来说，
一双合
适的鞋子显得更加重要。
双星名人作
为一家有着多年制鞋经验的大型企
业，拥有 140 多条鞋类生产线，产品
多达 1000 多个品种，畅销国内外。其
针对中老年人脚型推出的健步鞋更
是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

三焦点人工晶体手术，同时解决近视、老花及白内障

■厂家直销
168 元/双 买两双更优惠
大家都知道，在商场里质量好点
的鞋子价格都非常贵，
何况老年人节
俭惯了，总是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双好
鞋。本次直销特卖会，双星名人鞋业
作为专注老人鞋生产多年的厂家，特
意给成都市民带来好福利，
超值低价
168 元/双，
买两双只要 300 元。
本次特卖的健步鞋，
男款女款鞋
码都很齐全，
男款鞋码从 39~45，
女款
鞋码从 35~40。
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来
买够网生活馆门店试穿选购。
（余兰）

仅要恢复基本视觉能力，也要高质
量的远、中、近距离全程视力来满足
生活中的功能性需求，提高生活质
量。白内障患者希望在术后实现彻
底脱镜，而老视患者希望得到更年
轻态的视觉体验。
艾碧君医生说：
“中国白内障手
术已经从防盲手术转变为屈光性白
内障手术，
致力于提高功能性使用，
并满足患者的个性化需求，
我们实际
操作已经沿着这个方向在进行。
”

买够网生活馆
双星健步鞋（秋款）特卖会
时间：2017 年 9 月 15 日（周五）
~17 日（周日）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
185 号（省档案馆隔壁），可以乘坐
4、7、37、62、340 路公交车抵达附近。
自驾前往，
有停车位。
咨 询 热 线 ：028-86626666
028-87533742
（广告）

责编 许媛 编辑 戈萍 美编 吴卫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类平均寿命也进一步延长，人们普
遍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在
自媒体时代，电子产品的应用需要
有良好的全程视力，所以现在提出
了白内障和屈光手术一体化解决方
案，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把患者原
有的近视、散光、远视乃至花眼一并
治疗，使其术后获得良好的视觉质
量，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社
会的需求，也保证其有高品质的生
活和工作质量。
传统的单焦点人工晶体的植入
可以使患者在术后获得良好的远视

力，
但因调节力的丧失，
患者术后近
视力仍较差，多数不能摆脱眼镜的
困扰；
多焦点晶体可以看远和看近，
却缺少中距离视力；三焦点人工晶
体是真正拥有自然中距离视力的高
端人工晶体，把人眼看远、看中、看
近的三个焦点都设计在一个人工晶
体里面，
术后可以获得出色的近距、
中距和远距离视力，患者术后看远
处风景不用戴眼镜，阅读时不用戴
眼镜，
使用电脑工作时不用戴眼镜，
其舒适的全天候优视力，成为一站
式解决白内障、老花及近视的理想
选择。

“明目健康工程”
，
白内障治疗费用可减免
由成都慈善总会联合成都普瑞
眼科医院开展的 2017 大型眼病复明
计划——白内障“明目健康工程”
目
前已经启动。
成都市老年人只要报名
就可以享受包括测视力、测眼压、电
脑验光、裂隙灯检查的眼健康检查，
符合白内障手术指征的老年人，
享受
高质量治疗可减免部分手术费用。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看不见、
看不清、流泪、眼痒、眼干涩、眼胀痛
等症状，
可先通过拨打报名电话，
登
记基本信息，由组委会统一安排检
查时间。

相/关/阅/读

三焦点人工晶体
重返年轻态优视力
三焦点人工晶体，
弥补了单焦和
多焦点晶体无法适应中距离视力的
缺陷，
不仅满足白内障术后摘镜需
求，对于希望解决老花眼和高度近
视问题的中老年人群也同样适用。
目前，参与“明目健康工程”选
用蔡司三焦点人工晶体，可获 800
元/眼援助，
限 200 个名额。
电话提前
预约，
到院赠送干眼 SPA 熏蒸一次。

028-83318332

“明目健康工程”报名热线：
活动地址：成都市一环路北四段 215 号（地铁 3 号线前锋路站 D 出口右转 3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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