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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5日下午1时许，在上海万安桥附
近，一人突然落水。来自四川自贡的杨荣见状，二
话不说，纵身跳入河中，将人救上岸。2018年5月
18日，因杨荣勇救落水人员的举动，他被上海市
委政法委授予“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荣誉称号。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监狱管理局获
悉，原来杨荣是一名服刑13年的刑满释放人员。
2015年出狱后，他从老家自贡到了上海打工。面
对突然到来的荣誉，杨荣第一时间告诉了曾经管
教过他的监狱民警，“出狱后，我只想踏实工作谋
生，没想到会有这么光荣的一天，这个荣誉比什
么都有意义。我特别想感谢民警们，是他们把我
改造教育成如今的杨荣。”

服刑13年出狱 四川男子勇救落水者获“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自2015年来到上海，杨荣已经从一
个浴场的普通打工者做到了值班经理的
职位。2017年12月25日，杨荣如往常一样
在浴场上班。下午1时许，突然听到员工
喊旁边河里有人落水，杨荣从高处向河
里望去，只看到一个黑色物体漂在河面
上，几乎一动不动。于是他立即跑向河
边，脱下衣服，纵身跳入河中。

河水的寒冷立即袭来，但杨荣没多
想，径直朝河中央游去。被救上岸的落水
者双眼紧闭，脸色苍白，但尚有体温。于
是杨荣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施救，直到感
觉对方慢慢有了心跳。杨荣随后拨打了
110和120。警方和救护车赶到后，杨荣告
知了他所知道的情况后便离开了现场。

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右小腿被石头划破一
个大口子，为了省钱，他自己简单消毒后
上了药。

让杨荣意外的是，2018年4月，他救
人的行为被上海市金山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授予“金山区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荣誉称号”。5月18日，又被上海市委
政法委授予“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荣誉
称号。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救人。
自己经历也比较特殊，太知道生命和自
由多么宝贵，想着这人可不能就这样没
了。”杨荣口中的“特殊经历”其实是他到
上海打拼后一直隐瞒周围人的事，也是
他始终想抹掉的痕迹。

一份“死亡”申请，将12年不
联系的妻子户口注销，妻子发现
后，地方派出所帮助其恢复了户
口，6月13日，成都商报对此进行
了报道。

7月7日，男方余宁国回家，证
实自己因为再次结婚，找人代写

“死亡申请”注销了妻子户口，随
后与另一女子扯了结婚证。

男子回应：
为与另一女子结婚
写了“死亡申请”

7月7日，达州宣汉下八镇的
刘国青接到政府工作人员电话，
说“丈夫”余宁国回来了，希望8
日上午面对面协商两人的婚姻
关系。

8日，成都商报记者找到余
宁国。余宁国表示，夫妻俩12年
没有联系，自己另外找了老婆，

“先办的酒席，然后写的（死亡）
申请”。余宁国说：“写申请之后
才扯结婚证”。

余宁国介绍，死亡申请是自
己和岳父刘尚明一起找温黄社区
副书记余永健写的，申请内容是
自己口述，余永健代笔。

记者走访黄龙村5组，不少
村民能证实，余宁国和刘国青
是夫妻。原来给两人办理结婚
登记的李保培介绍，余宁国和
刘国青是按照原来的身份证信
息登记的。

6月初，记者和刘国青前往
宣汉县民政局，发现婚姻材料上
名字和身份证信息不符，为证明
自己的婚姻关系，宣汉县民政局
工作人员拿出证明表格，让刘国
青填写后，再到社区和乡镇民政
办签字盖章。由于工作人员发现
余宁国婚姻登记上的身份信息
和现在身份信息不符合，社区未
盖章。

如今，余宁国和两个儿子都
回来了，一家四口都在。7月8日，

在下八镇政府组织下，温黄社区
参与协商，最终无果。

“（我们）两人现在的婚姻关
系已经扯不清了”刘国青说。

律师说法：
婚姻关系还存不存在？
男方是否属于“重婚”？

两次婚姻究竟还有没有法律
效力？余宁国是否属于“重婚”？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
务所陈小虎律师介绍，针对刘国
青所遇到的情况，余宁国和刘国
青两人婚姻关系随着“死亡申请”
的出现，从法律意义上两人的婚
姻关系自动解除。因余宁国再婚，
余刘两人婚内感情本来不好，现
在无法恢复两人婚姻关系。如果
刘国青要重新找他人再婚，可以
向法院提出申请“死亡申请”无
效，婚姻状况也能随之被证明，拿
着法院的判决（裁定）的证明材
料，可以登记结婚。

陈小虎还表示，余宁国不存
在重婚，原因是“死亡申请”被相
关部门认定之后，两人婚姻关系
自动解除，余宁国的婚姻状况是
丧偶，后余宁国可合理合法再婚。
关于两人曾经的共有财产，两人
可以私下协商。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蒋
健则认为，刘国青和余宁国之前
确实存在婚姻关系，有信息错误
可以通过正常途径更正。

蒋健认为，两人的婚姻关系
仍然存在，有效，可以恢复。如今
男方再婚，可通过相应的程序，
可撤销男方再婚婚姻无效。从目
前情况看，女方刘国青可以要求
男方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另外，
女方在更正自己的身份信息过
程中产生的经济损失应该由余
宁国承担。

“男方不存在重婚，”蒋健说，
重婚是同时和两名女性以夫妻的
名义生活，男方本质上不存在同
时与两人一起生活。男方的本意
是去掉一段婚姻关系，再开始另
外一段婚姻，本意不是兼而有之。
目前，双方协商或走司法途径，都
可以。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身着戏服，踏着歌曲变脸的
节拍，一拂袖、一顿首，一团一米
多长的火柱从口中喷出。当音乐
结束，演员褪去面具，观众才发现
这是兴蓉社区的杨英。

杨英今年62岁，退休多年。早
在2012年，她接触到了成都服务
于社区文化建设的公益性社会组
织“爱有戏”，受到感染后，她和另
外两名朋友组建成了一个川剧表
演团队。通过网上查资料看教学
视频，反复练习后她终于能在舞
台上演出了。六年多来，她在肖家
河街道下辖的七个社区已经表演
了一两百场次。

她有绝技
自学吐火绝招
曾将煤油吞入肚

吐火，是川剧的绝技。变脸者
以魔术般的技法，与吐火神功的
诡异结合，以显示人物内心和剧
情的急剧变化及内在张力，吐火
是川剧中刻画人物最有力、最浪
漫的艺术手法之一。六年前，杨英
通过自学掌握了其中的技巧，用
她的经验来说，关键一点就是“胆
大心细”。

吐火之前，先要在嘴巴里包
住一大口煤油。此时，如果表演者
没有强大的肺活量，是很难做到
的。杨英平时就爱唱歌，她笑着告
诉记者，自己在肺活量这方面很
有优势。和团队另外两名变脸表
演的朋友不一样，杨英并没有受
到专业川剧表演者提供的指导，
前前后后都是她自学完成的，“网
上查资料自学，很多视频只是给
出了大致的教程，没有点破吐火
的玄机，有些还是要自己参悟。”

参悟原理后，就要开始训练
了。一开始，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杨英先用水代替煤油，反复训练

后，直至能把水吹成雾状才能用
煤油练习。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反
复、枯燥乏味的过程，这期间，不
慎将少量煤油吞进肚中的情况是
杨英最痛苦的经历。

胆大心细
六年表演一两百场次
几乎做到零失误

2014年，成都市高新区肖家
河街道办事处邻里文化社成立，
杨英和朋友们的川剧表演团队作
为成员之一承接了一项戏剧表演
的项目，每个月在每个街道下辖
的七个社区，都有各种文化表演。
每逢国庆、春节等节日，杨英都要
为邻里表演川剧吐火。

吐火大概算川剧里最刺激的
表演了。观众只知道吐火就是在
嘴里包上煤油，吐到面前的导火
索上。然而吐火还有一个诀窍，那
就是眼前的火尚未熄灭之时，绝
对不能吸气，否则最直接的后果
就是“引火焚身”。

“我有个老同事之前也在学
习吐火，一次嘴里煤油没包住，直
接漏到了胸口，烫伤了一大片。”
杨英告诉记者，除了上述诀窍，吐
火还要事先掌握好表演场地选择
和风向：场地要宽阔，火要顺着风
向。当然，由于夏天太过燥热，吐
火表演一般选择秋冬季节。

经粗略估计，从2012年下半
年到2018年，杨英已经在社区表
演了一两百场次的吐火。“只有一
次火不小心喷到了手上，后来起
了一个小包，其余没有出现什么
问题。”

至于未来，杨英说会一直将
这门兴趣坚持下去，“我们是一个
团队，我不会轻易退出。只要胆大
心细，没有问题的。”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退休阿姨
自学川剧绝技吐火
功夫了得 多年表演零失误

离奇的“死亡申请”真相：

男子承认是找人代写
为结婚注销妻子户口

家中的康复室
节约费用
妈妈在家为女儿训练

7月9日，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冠英
镇黄益塘村的一处农家小院里，45岁
的王桂群在堂屋里铺开一张席子并垫
上床垫，开始了她每天必备的工作
——为女儿做康复训练。

听到妈妈的呼唤后，小佳荟扶着
门和墙从卧室里歪歪斜斜地走了出
来。王桂群用脚底压着小佳荟的脚背，
双手扶着她的膝盖处，小佳荟下蹲后
又努力站起来。看似很简单的动作，但
对小佳荟来说，却很费力。王桂群说，
这主要是训练她的腿部力量。

10分钟后，王桂群又压着小佳荟
的脚，让她反复做仰卧起坐。“这是训
练她的腰部力量。”对于每天的康复训
练，王桂群已经习以为常，“给她腿上
绑3斤重的铅块，练习抬腿，还有在跑
步机上练习跑步。”

提到跑步机，王桂群解释说，“这
是托别人在网上买的，花了1800元，如
果去医院做康复训练，每次跑步机跑
20分钟就要40元。”之前每次进城做一
整套康复训练就要200多元，王桂群
说，经济实在承受不起了，从今年开始
她就在家里自己给女儿做训练。

漫漫的求医路
捡回弃婴
明知脑瘫也坚持领养

7年前的夏天，那时王桂群在乐山
城里给别人做家政服务，一天早上路
过河边时，突然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
声，循声看去，她发现一个被人丢弃的

婴儿，“感觉当时快要不行了，我来不
及多想，就直接抱到医院去了。”

“我记得医生说，再来迟半个小时
就没救了。”王桂群说，经过抢救，这个
小生命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由于孩
子长时间缺氧患上了脑瘫，以后肯定
要花很多钱。

回家后，王桂群跟丈夫张希春一
商量，他也没反对，但是其他村民听到
消息后，都劝他们把孩子丢了。“毕竟
也是一个生命啊。”王桂群很固执，“既
然到了我手里，也算是缘分，不忍心把
她丢了，怎么都要治疗她。”

从医院回家后，夫妻俩去民政部
门办理了领养手续，给她取名佳荟，像
亲生女儿一样照顾着。然而，很快医生
的告诫变成了现实，由于孩子神经系
统受损，四五岁了还不能站立。从此，
夫妻俩带着女儿走上了漫漫求医路。

2015年，小佳荟接受第一场手术。
之后，每天王桂群都带着她进城去做
康复训练。“除了周末，不管刮风下雨，
早上六点多就背着她出门去赶公交
车。”回想起这些，王桂群觉得很心酸，

“更难的是经济压力，每个月四五千元
的康复费，像个无底洞。”

不过，在去年接受第二次手术后，
小佳荟有了明显的好转。“我记得去年
冬天的一天，她突然能简单地走动了，
我兴奋得不得了。”王桂群说，当时小佳
荟还问她“妈妈我能走了，你高兴吗”，
她热泪盈眶连声回答“高兴高兴高兴”。

心中的不放弃
即将读小学
希望她能真正站起来

因为要照顾小佳荟，王桂群寸步不
离，只有张希春一人出去打零工，让这

个家庭的经济十分窘迫。据王桂群介
绍，两次手术以及这几年来的康复训
练，让他们欠下了20多万的债务，“都是
跟亲戚朋友借的，只有慢慢来还。”

手术后的小佳荟，本应该在医院
继续接受治疗和康复，但由于经济原
因，她只能回到家里，在妈妈的帮助下
接受康复训练。不过，在王桂群看来，
这也是无奈之举，如果经济条件许可，
她当然更愿意带女儿去医院做康复，
效果肯定要好一点。

“妈妈，我想对你说一句悄悄话。”
做完当天的康复训练后，小佳荟依偎
在王桂群的身边，凑近她的耳朵说，

“妈妈，我爱你。”王桂群微微一愣，抱
紧了小佳荟，“妈妈也爱你。”

据黄益塘村文书、妇女主任王会
明介绍，王桂群坚持照料捡来的脑瘫
女儿不放弃，并欠下巨额债务，当地政
府也对他们家进行了帮助，享受到了
精准贫困户、低保户等的一系列政策，
也希望有更多的好心人来关心和帮助
这个从坎坷中走出来的家庭。

今年9月，小佳荟即将读小学了，
王桂群将陪读。看着女儿慢慢好转，王
桂群说，她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并相
信她一定能真正站起来。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7年前 她捡到脑瘫女儿开始漫漫求医路

负债20多万 只为让女儿真正站起来

感恩
狱警

我想让他们看到
杨荣真的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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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依靠杨荣的努力，已经将此
前父亲治病欠下的债还清。如今，他跳槽
至一家公司做后勤部门的负责人，每个
月工资他都攒下，留给家人生活和父亲
治病。

回想当年的犯罪经历，杨荣说那是
他最后悔的事，整个人生都因此改变。“进
去（服刑）之后，我父母和亲人都伤心透
了，我对不起他们。当年交友不慎，一时糊
涂，其实完全没有抢劫的必要。我一个小
伙子，年轻力壮，干点什么工作都能赚钱。
服刑这么多年，这些事我都想得很明白，
以后也绝对不会再犯罪。”

见义勇为受到表扬，杨荣很意外。接
受“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荣誉表彰当

天，杨荣给管教过他的监狱民警打了一
个电话，“出来这么久了，一直想跟民警
联系，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现在这个荣
誉称号，我觉得比什么都有意义，是对我
最大的肯定，我想让他们看到杨荣真的
变好了。”

回归社会快3年，杨荣时常想起过
去，他从一个普通青年到阶下囚，又从改
造出狱到获得“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人
生如过山车一般。他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也对生命有了更多感悟。“命只有一次，
我以前走了弯路，失去自由以后才懂得
好好活着有多么难得和重要。所以我也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生命，做正确的事。”
杨荣说道。 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2001年一天夜里，当时21岁的杨荣
和朋友喝完酒后，脑子尚不清醒，和朋友
一起对一辆出租车实施了抢劫，结果被
判有期徒刑15年。2002年，杨荣入狱服
刑，那时父亲因身体残疾常年卧床，只有
母亲一人外出打工赚钱，家境贫寒。而杨
荣入狱后，女友也写信表示分手。“想到
父亲没人照顾，母亲那么辛苦，还想挽回
女朋友，我觉得怎么也不能待在监狱里
15年，太漫长了。”杨荣明白，必须要为自
己的错付出代价。在监狱的改造教育下，
杨荣逐渐适应，并主动学习知识和技能。

“我不想放弃自己，至少学点本事吧，出
去也能找到活儿干。”

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而获得减刑，
2015年6月，杨荣刑满释放，他选择远走
家乡，到上海打工。凭借在监狱里掌握
的汽车美容技能，他在一家洗车店找到
了工作。“在洗车店里，老板不会问你过
去的经历，只要工作干得好就行。”1年
半后，杨荣又经朋友介绍，到上海金山
区的一家浴场工作，他踏实肯干的态度
受到老板认可，很快做到了值班经理的
职位。

听到有人落水 立马跳河救人事
迹\

抢劫出租车被判刑 出狱后到上海打拼过
去\

回想当年 感激民警感恩生命如
今\

王桂群正帮助女儿做康复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