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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5
2018年1月11日

星期四

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
（第三期）

1、中国北宋的毕升发明了 ？
A.造纸术 B.指南针
C.火药 D.活字印刷术
2、下列食品中不得添加任何食品

添加剂的品种是（ ）。
A.纯牛奶 B.酱油 C.奶油 D.火腿
3、八大行星中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是？
A.火星 B.土星 C.金星 D.水星
4、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包括（ ）
A.化学武器 B.航天武器
C.生物武器 D.核武器
5、面食如果烹饪或食用方法不当，就

会造成某些营养素的损失，下列面食的制
作方法中，哪种能使营养素损失较小？

A.蒸制的馒头 B.炸油条
C.干拌面 D.方便面
6、从玻璃窗中摔出去，是动作片里

的招牌镜头之一，但演员撞的并不是真
的玻璃，而是（ ）

A.塑料 B.水晶 C.糖玻璃 D.有机玻璃
7、一枚古钱币的中间有一个方形

小孔，如果将这枚古钱币放入火中加
热，那么，小孔的面积会（ ）

A.缩小 B.扩大 C.不变 D.不一定
8、鲨鱼脑袋后方的侧面有一道道

“口子”，那是什么？
A.它的鳃裂 B.它的伤口
C.它的鼻孔 D.它的探测器官
9、在《科普法》中被称为科普主要

社会力量的是（ ）组织。
A.科协 B.科技局 C.农技协 D.教育局
10、“全民参与”是指公民是科学素

质建设的参与主体和受益者，要充分调
动全体公民参与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全
社会形成（ ）的良好风尚。

A.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B.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
C.崇尚科学、鼓励创新 D.科学自由

11、围绕科学生产和增效增收，激
发广大农民参与科学素质建设的积极
性，增强科技意识，提高获取科技知识
和依靠（ ）脱贫致富、发展生产和改
善生活质量的能力。

A. 政策 B.政府
C.科技 D.群众
12、UFO的具体含义是（ ）。
A.不明飞行物 B.联合国安理会
C.美国中央情报局 D.外星人

13、阿姆斯特朗是乘哪个飞船成功
登月的？

A.阿波罗11号 B.阿波罗12号
C.和平号 D.阿波罗10号
14、地球属于太阳系的（ ）。
A.恒星 B.行星 C.卫星 D.流星
15、鲜鱼食用的最佳时间是（ ）。
A.活鱼 B.刚死的鱼 C.僵直期过后

的鱼（宰杀后2～3小时） D.存放很久的鱼
16、下面哪种动物的嗅觉最灵敏？
A.狗 B.鼠 C.兔 D.刺猬
17、选无磷洗衣粉是为了（ ）。
A.保护衣物 B.防止污染 C.保护

双手 D.把衣物洗的更干净
18、为保证长城的坚固性，咱们的

老祖宗在修建长城的砂浆里掺入了哪
样东西？

A.糯米 B.玉米 C.红薯 D.地瓜
19、。绿色食品是指（ ）
A.绿颜色的食品 B.含有叶绿素的

食品 C.在加工和包装上干净、卫生的
食品 D.在原料生产、加工各工序均为
安全、无污染的食品

20、在气温很高时，人保持正常体
温主要通过（ ）方式散热。

A.呼吸 B.辐射 C.出汗 D.传导

答题学知识，
快来用科学武装大脑吧！

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第三期）题目，答题收货满满科学干货

八大行星中离太阳最近的行
星是哪颗？UFO的具体含义是什
么……一道道有趣又好玩的科学
知识，一边答题，一边武装我们的
头脑。自从本报刊登成都市全民
科学素质知识竞赛题目后，就受
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激发了大
家参与的热情。由于篇幅有限，很
多读者甚至还吐槽每期的题目都
还答不够，“做题都上瘾了”。今天
又是周四，快来参加报纸和新媒
体时代的互动答题吧，人人争做
科学小达人。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请拿出
你手机，扫描下方“科普熊猫”二
维码，关注后参与知识竞答，你将

有机会走进电视台演播大厅，成
为CDTV-2每周日20：00全民益
智科普知识电视大赛《你好科学》
的答题闯关嘉宾，获得科学达人
的闪闪勋章哦！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大爷就医
为何每天推空轮椅

几天前，四川林业中心医院外三科医生韩光辉
接收了一个特殊的患者——91岁的陈光国。由于膀
胱尿道手术后，安置的人工尿道出现了感染，每天
一早，他会从几百米外的家中出发，步行来到医院，
输两个多小时的液后，再返回家中。他总是穿着一
件宽大的浅色棉衣，面前推着一个已经锈迹斑斑的
轮椅，轮椅上放着一个装着保温杯的红色帆布袋和
一个把手已经被磨得发亮的竹拐杖。

往返医院的路上需要穿过一条老街道，拐两个
弯。老街的路边停满了小汽车，电瓶车来回穿梭，
箱式货车不时地按着高音喇叭从道路中间挤过。
陈光国将轮椅尽量地靠向街道的一侧，望着头，匀
速地抬着脚步，轮椅的车轮在凹凸不平的路面发
出咔咔的声响。一来一去，不远的距离都得花上个
把小时。

“医院的不少医生护士都认识他，因为每次看
病他都会推着一个空轮椅。”韩光辉是陈光国的主
治医生，一开始，他曾好奇他的这位患者为何老是
推着空轮椅，直到后来才从同事处得知，推轮椅几
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且已经推了好几年，只是此
前轮椅上坐着人，而现在人已不在了。

重走旧路
轮椅上的人已离世

此前轮椅上坐着的人正是陈光国的老伴儿，任
肃芬，两人同龄，一年多以前，因病在林业中心医院
离世。而陈光国推着的空轮椅正是当年老伴坐的。

老伴儿生长在农村，裹着小脚，岁之暮年，腿脚
变得不便，陈光国从退休金里拿出了一笔钱买下了
这部轮椅，方便老伴出行。“只要出门，不管走到哪
里，他都推着她。”孙儿陈刚和陈光国住在一起，他
见证了爷爷奶奶的生活日常，“买菜、散步、到河边
晒太阳，两个人都在一起，婆婆坐在上面，爷爷就在
后面推着，这周围的街坊都晓得他们。”

几年前，原本硬朗的老伴儿，身体开始出现异
样，隔三差五都得往医院跑。那时，那条街边停满汽
车，电瓶车来回穿梭的老街上，陈光国的影子变得
多了起来，甚至在某个阶段，每天都能看到几次。

“每次都是他推着老伴儿去医院，又从医院回来，有
时要跑几趟。”在街边开着饭馆的胡大姐印象深刻。

当时曾为老伴治疗的医生黄超也记忆犹新。黄
超介绍，那时，陈光国每天都会在医院陪在老伴的
身旁，用轮椅推着老伴，“转科室、挂号、缴费、端茶
递水都是他，看得出他们的感情。”

直到一年前的一天，当黄超在医院的院子内再
次见到陈光国时，陈光国推着轮椅上已经空无一
人。“当时心理就咯噔一下，很不是滋味，像鸳鸯样
的一对人是不可能分开的，她肯定走了。”

也正是在老伴走后，陈光国依旧每天推着轮椅，
就像老伴还坐在上面一样。“推了这几年了，一下走
了，太不习惯了。”陈刚也发现，当奶奶去世后，爷爷常

常会推着轮椅在周围转路，走过的线路都是他们俩
曾经常走的线路，“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想得不得了，
轮椅就成伴儿了。”

魂梦相系
半夜醒来泪流满面

陈光国和老伴儿相识于抗战期间，媒妁之言
下，两人成婚。“我那个时候还在学校上学，她在农
村。”陈光国说，“抗战胜利后，我中学毕业在农村呆
不住，就到成都来找工作了，她还是在西充乡下。”

到成都的头几年，陈光国先后在米厂、工商局
工作，与爱人分居两地。她不识字，往家里写信也不
知道地址，分居的几年，两人几乎没有联系。但长久
分居也不是办法，1952年左右，在成都逐步稳定下
来的陈光国把爱人也接到了成都，两人一起在当时
的成都木材公司上班，直到退休。

陈光国说，与老伴儿在一起的这几十年里，两
人几乎没有吵过嘴，即便吵嘴也总是自己败下阵
来，“她是典型的精干的农村妇女，脾气很大，每次
都是我不开腔。”生活中，两人更多的是平平淡淡，
相互间的彼此照顾。

到现在，陈光国还经常做梦，梦里老伴依旧在他
们一起居住的房间里，陈光国说你走了都没人照顾
我了，老伴儿则叮嘱他可以找成都的幺妹帮忙，自己
也要学着照顾自己。常常半夜惊醒，泪流满面。

真爱无言
“爱了一辈子，却都不说”

在孙儿陈刚眼里，对于爷爷奶奶的感情，属于
“习以为常后的感动”。“你会觉得很平常，他们一起
散步，出门，到老年后爷爷推着轮椅，都是伴侣间再
平常不过的事，不管谁生病对方都会用心照料，偶
尔的吵嘴也常常不过几分钟，两人又坐在一起了。”
陈刚说，在奶奶生病期间，为了轮椅能够直接推到
家门口，爷爷还专门在门前不远处的一个十多厘米
深的小水沟上架了一个小桥，就怕奶奶不方便，小
举动里都是爱意。

陈刚清楚的记得在奶奶生病的那段时间里，爷
爷的每天的付出。“那段时间，经常往医院去，有时
候走到半路忘记拿东西了又要折返回来，弄得满身
大汗，衣服都打湿了。”陈刚说，在奶奶最后不治离
世的当天，家里人都难以忍住情绪，爷爷却平静地
劝大家都不要哭，“人都会有这一天”。但回家后的
第二天，起床的爷爷却双眼红肿的不像样子，“晚上
一个人哭，还不让人发现。”

陈刚说，那段时间，家里人最担心的就是爷爷，
常常看着他一个人呆在家里抱着奶奶的遗像，擦了
又擦，每天都会如此。“如果要把照片换个地方，他
都不答应，至今家里的摆设都还是奶奶在的时候的
样子。”

听着孙儿的讲述，一旁的陈光国双手拄着拐
杖，目光呆呆的望向前方，泪水打转。“他们纯粹地
爱了一辈子，却都不挂在嘴上。”陈刚说。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陶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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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掉针头，91岁的陈
光国用力地撑着拐棍，从
病床边的凳子上站起身
来。挪动脚步，在病床正对
的墙角处打开轮椅。病房
的过道实在太窄，他几次
试图把轮椅掉个头，但都
没成功。他只得背着身，把
轮椅一点点拖向门外。冬
日宽大的棉衣在墙上擦出
丝丝的声响。这天，是陈光
国出院的日子。

原本，轮椅上应该坐着
他的老伴儿，自己住院，老
伴也会在旁，但如今，空空
的轮椅空得有些悲凉。一年
前，在自己同住的医院，老
伴儿因病离世，此后陈光国
不管到哪里都会推着的轮
椅上再也看不到老伴的影
子。现在，空空的轮椅寄托
着他对老伴儿的无尽思念。

1月10日下午，48岁的环卫工陈水
香来到环卫工休息室，连喝了两杯热
水，坐了一会儿，之后又匆匆上街去清
扫。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个环卫工
休息室，让她感觉“有了个家”，吃饭、喝
水、休息、取暖都方便了。而之前，她有
时需要把早上带的饭盒挂在树上，等到
午饭时间，饭已经凉透了，“也就坐在路
边，凑合吃了”。今年51岁的邓中坤也过
来取暖，今年成都天气尤其冷，他双手
都生了冻疮，“我们同事中，十个有六七
个都有冻伤。有了这个休息室，冷的时
候可以过来烤一烤。”

成都市城管委通报，2017 年，全
市完成 300 个环卫工休息室的建设，
为全市环卫工做了件实事。

10日下午，记者来到了位于武侯
区武侯大道与晋吉南路交汇口的“环

卫工休息室”。休息室在公厕的楼上，
面积大约有20多平方米。室内整洁有
序，摆放着三人沙发、餐桌、冰箱、饮水
机、微波炉和取暖用的“小太阳”，一个
柜子里放着环卫工的衣服和药箱，药
箱里有治疗感冒、中暑、创伤等常见药
品。休息室内还有一个更衣室，除了方
便环卫工换衣服，还设置了电热水器，
便于工人们在冬天使用热水清洗。

据市城管委通报，为了解决全市
环卫工吃饭、喝水、歇脚难，全市在
2017年完成了300座环卫工休息室建
设。而且，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居住地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管理的意见》，环卫工休息室已经纳入
居住区公共配套，未来会有更多休息
室提供给环卫工。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1 月 9 日的央视公益节目《等着
我》，播出了一则特殊的寻亲启示，奶
奶站上寻亲台，为患再生障碍性贫血
已达10年的孙女寻找妈妈，希望失去
联系多年的妈妈能到医院，看一眼已
接受骨髓移植的孩子。

原来，4 个月大时生病、2 岁确诊
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直依靠输血维系
生命的遂宁女孩小佳鑫，2016 年，因
一篇“最悲伤的作文”而感动整个城
市，温暖的爱心人士筹得 45 万，支持
佳鑫早期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但就在进入移植仓后，佳鑫第一
次向奶奶吐露出想念妈妈，想要妈妈
来看看自己。

作文感人 众筹45万元捐款
2016年9月，就读于遂宁市明月小

学三年级的佳鑫写下老师布置的《我最
熟悉的人》的作文时，刚刚9岁，生病也
已经近9年，为了给自己治病，奶奶花光
了积蓄、四处筹钱，愁白了头发。

原来，佳鑫 4 个月大时因肺炎入
院，因出现皮肤泛白、脸部五官缺血塌
陷的症状，1 岁多确诊再生障碍性贫
血，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持续地输血
维持。不幸接踵而至，就在佳鑫2岁生
日第二天，父亲因打架入狱。后来，妈
妈回家照顾胃癌晚期的外公，随后改
嫁，慢慢地失去了联系。

是奶奶蒋全芳，一手把佳鑫拉扯
大。佳鑫8、9岁时，蒋全芳和丈夫年轻
时挣下的养老钱，就用得差不多了，蒋
全芳只得刻意延长佳鑫输血的时间间
隔，希望能拖得久一些。

2016年8月，佳鑫和爷爷奶奶回7
楼的家，刚到3楼，佳鑫就犯了病，满
身是汗、脸色苍白，蒋全芳一看不好，
多年的压力顿时崩溃，流着眼泪，说：

“孩子啊，你这个病得得不好，奶奶已
经没有钱给你治病了。”佳鑫当场“哇”

地哭喊“奶奶，你不要放弃我。”
“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

好孝顺我的好奶奶……”正是开学后，
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佳鑫这篇仅有
短短 235 个字、有错别字和拼音的作
文，看哭了老师，看哭了网友，感动了
一座城市。

爱心捐款纷至沓来，一万、数千、
数百、数十……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
为佳鑫解决了医疗保险和低保，送来
了慰问金和救助金，捐款金额，达到了
45 万，“做前期手术的钱够了。”蒋全
芳说。

生死边缘“我想妈妈了”
有了手术费用，也有捐献者的造血

干细胞和佳鑫成功配型，蒋全芳看到了希
望，带着佳鑫辗转来到四川省人民医院。
2017年7月24日，完成术前治疗的佳鑫
正式进入移植仓。接受移植手术后，佳鑫
出现了强烈的排异反应，肠道和膀胱排
异，几乎两分钟就要拉一次。白天在奶
奶面前，佳鑫装作坚强，但到了晚上，就
在梦里哭喊妈妈。蒋全芳担心，孩子要
是扛不过来，没有见到日夜思念的妈
妈，会不会就这么带着遗憾走了？

蒋全芳坐不住了，尝试打过佳鑫妈
妈曾经的电话号码，但一直不能接通，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在媒体的帮助
下，联系上了央视《等着我》寻亲平台。

节目寻母 佳鑫妈妈终露面
8 月30 日，因为佳鑫还在排异治

疗的关键期，蒋全芳替佳鑫走上了央
视舞台，讲述了多年来，坚强懂事的佳
鑫是如何挺过漫长痛苦的治疗的，讲
述了高额的医药费是如何由爱心人士
筹得，讲述了佳鑫对妈妈的思念。

节目中，播放了躺在病床上的佳
鑫，对妈妈说的话：“妈妈，佳鑫想你，
你在哪里啊，你能来看看佳鑫吗？”稚
嫩的声音带着强忍的哭腔，惹得观众
们泪水连连。

尽管节目录制当天，佳鑫妈妈并
没能出现在现场，但寻亲团的不懈努
力，终于联系上了佳鑫妈妈，并在节目
结束后，佳鑫妈妈赶到医院，见到了佳
鑫。在节目中，佳鑫妈妈解释说，自己
前些年的手机遗失，因此和家里失去
了联系，自己也不知道，原来孩子的病
已经严重到了如此地步。

10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送仙
桥的出租屋里见到了刚出院不久的佳
鑫，躲在厚厚的被窝里玩游戏的佳鑫
睁着大大的眼睛，懂事地打招呼。墙角
的一个塑料箱子里，装满了佳鑫的药，
每隔两个小时，佳鑫就要吃下两三种
不同的药。佳鑫说，上次见到妈妈，自
己特别开心，虽然妈妈生病了戴着口
罩，但她记得，妈妈的大眼睛。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 王红强

有冰箱、饮水机、微波炉和取暖器

成都给环卫工建成300个“家”

““最悲伤作文最悲伤作文””感动了一座城感动了一座城
4545万元捐款助女孩骨髓移植万元捐款助女孩骨髓移植
奶奶替她站上央视舞台寻母奶奶替她站上央视舞台寻母

妈妈，你在哪儿

老伴，坐稳了
老伴去世后，陈光国
上街或者住院都会推
着一个空空的轮椅。

91岁的陈光国

小佳鑫和奶奶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