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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丧葬费
当天被叫停

为啥招聘为啥招聘？？
解决退役运动员就业问题

据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川体育健儿在国际国内重大比
赛中共夺得48个世界冠军（包括奥
运会、世界杯、世界锦标赛等）、87
个亚洲冠军、77个全国冠军，破
（超）3项世界纪录。

目前，我省优秀运动队运动员
编制为1124名。截至2018年6月，现
有在编运动员824名。其中在训运
动员552名，退役待安置运动员272
名（其中职业转换过渡期113名）。
此次参加招聘会的退役运动员，涉
及武术、游泳、花样游泳、跳水、排
球、足球、篮球、射击、射箭、举重、
柔道、摔跤、田径、跆拳道、体操、棒
球、垒球、曲棍球、橄榄球、赛艇、皮
划艇、自行车、帆船、帆板、滑水等
20余个项目，他们都取得过较好的
成绩。

四川省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
优秀运动员退役，省人社厅副厅长
赖荣表示，在役期间，他们顽强拼
搏、为国争光，但退役时因技能单
一、缺乏社会经验，没有统一、精准
的就业服务平台，转型求职较难。

与此同时，一些急需体育专业
人才的学校、企业等特定的用人单
位，也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统一、能
及时发布体育人才信息的服务平
台，帮助自己解决招人难的问题。
因此，省人社厅与省体育局联合举
办专场招聘会，“就是要建立一个
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对接服务平
台，更好地解决退役运动员就业难
和用人单位招人难这一就业结构
性矛盾。”

如何招聘如何招聘？？
可网上参加，也可现场求职

据赖荣介绍，将从7月20日到8
月10日开展网上招聘。从7月20日

起，省人才交流中心、四川体育职
业学院（省运动技术学院）将在四
川省人才网、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省运动技术学院）官网上开设“退
役运动员专场招聘会”专栏，陆续
发布退役运动员求职信息和用人
单位招聘信息，开展网上招聘。各
训练单位负责通知、指导退役运动
员参加网上应聘。各地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构负责指导用人单位开
展网上招聘。

现场招聘将于8月8日，也就是
全民健身日当天14：00～16：00在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省运动技术学
院）举办。省人才交流中心将挑选
部分招聘人数较多、薪酬待遇较好
的用人单位参加现场招聘，让退役
运动员和用人单位面对面、一对一
沟通，双向直接选择。

赖荣表示，为帮助退役运动员
更好地就业，省人社厅配合省体育
局，正在起草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
员就业工作的新文件。

7月8日上午10点40分许，省道
106线中江县继光镇芳草村6组路段，
发生一起惨烈车祸。一辆逆行的电动
三轮车迎面撞上一辆行驶中的小轿
车，电动三轮车上4人当场死亡。

从网友拍摄的现场视频可以看
到，事故发生时正在下雨，猛烈的撞
击导致小轿车车头及引擎盖严重变
形，电动三轮车车头几乎完全损毁，
破碎的部件及挡风玻璃碎片散落一
地。事故发生后，电动三轮车被撞侧
翻在道路中央，车内3男1女4名驾乘
人员被卡在车内、天窗及前挡风玻璃

处，无法动弹。
成都商报记者拿到一份监控视

频，视频记录了车祸瞬间。在与轿车
迎面相撞后，红色的机动三轮车车身
腾空转了180度随即侧翻落地，车辆
碎片四溅，而小车继续向前滑行了一
段才停下。

记者了解到，事发地在省道106
线中江继光镇芳草村6组的一处弯道
上，当时虽然下着大雨，但猛烈的撞
击声还是惊动了附近村民。

“砰的一声，声音特别大！”目
击者唐贵珍被这猛烈的撞击声吓

到了，惊慌之余，她跑到现场查看
情况，才知道发生了车祸。“我出
来看的时候，小轿车和电动三轮
车已经撞了，那个三轮车已经翻
转来了。”

目击者黄素晖介绍，事发时从白
色小车里出来的一男一女两名年轻
人只受了点轻伤；而三轮车上4人却
没有动静，现场流了不少血。

随后，接警赶到现场的消防救
援人员利用工具破拆，才将被困的4
人移出，但4人伤势太重，已无生命
体征。

三轮车与小车迎面相撞，4人身亡“撞死4人，赔不起，请帮帮我”，因为一起车祸，中江小伙
杨龙在“轻松筹”上发起了众筹，希望大家为他筹款，解决为
死者垫付的丧葬费，随即引发舆论风波。

事情要追溯到7月8日上午10点40分许，省道106线中江
继光路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私家车与一辆机动三
轮车迎面碰撞，造成三轮车上3男1女共4人当场身亡，私家车
上一男一女受轻伤。

10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事车主在网络上众筹丧
葬费。24岁的车主杨龙称“赔不起，不想进去坐牢，请大家帮
我。”当天晚些时候，已经筹集到23900多元。随后，轻松筹平
台关闭了筹款链接。

成都商报记者从中江县警方证实，事故的具体原因当地
交警部门仍在调查当中，责任划分也还未出具。与此同时，舆
论也未停息。有人认为其“不是故意撞人，遇到压力可以众
筹”；更多人认为“责任没有认定，坚决不能给钱”。

7月16日，再次说起此事时，杨龙称，“当时想到赔不起，
脑壳发热就申请了一个，现在想起来确实不太合适”。

发 起 者 ：当 时“ 脑 壳 发 热 ”，现 在 想 来 确 实 不 合 适

撞死4人，
赔不起，
请帮帮我

“从目前杨龙家的情况来看，他
上‘轻松筹’筹款是一个不对的行为，
他确实还没有到必须向社会公众伸手
的地步。”某公益慈善组织成都负责人
介绍，《慈善法》支持的是大公益、大慈
善，比如说传统的“扶贫济困”，救助贫
困学生，救助贫困老人，还有支持教
育、环保等对公众有益的项目。

她介绍，杨龙这个事情很特殊，
首先杨龙在车祸中撞了人，无论责任
如何划分，这是一个交通事故背景下

的求助，作为驾驶员应该为自己的行
为买单。

“他这种不属于公益求助和慈善求
助，平台关闭他这个求助是必须的，甚
至就不该让他发布出去。”这位负责人
认为，这类筹款之所以引发社会质
疑，更深层次地来说，是因为筹款机
制的不完善，审核不严。基于移动互
联网的、陌生人对陌生人之间的“社
会救助”筹款机制，往往是谁的故事
讲得好、有“卖点”，而真正需要帮助

的人，反而没有能力通过这样的众筹
获得帮助。

“如果有一个道德认定的话，他
这种求助是不应该获得支持的。”该
负责人介绍说。

“当时想到赔不起，脑壳发热就申
请了一个。”7月16日，说起此事，杨龙称
现在想起来确实不太合适。杨龙证实，
他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在“轻松筹”上为
他捐款，项目关闭后，这些钱已经退回
给捐款人。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慈善人士：“就不该让他发布出去”

因为造成4人死亡，这起事故引
发网友格外关注。

然而10日上午，戏剧性一幕出
现。当事车主杨龙在网络上发起众
筹。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当时在“轻松
筹”平台上，杨龙以《撞死4人，赔不
起，请各位帮帮我！》为标题发起众
筹，目标金额为20万。

“赔不起，不想进去坐牢，请大家
帮我。”在情况说明中，杨龙称，现交
警大队正在处理案件，责任事故（书）
还没有出具。死者家属那边要求自己
先垫付安葬费12万。他为车购买的三
者责任险保额为30万，“希望社会爱

心人士帮帮我，我才24岁，不想进去
坐牢，刚创业也没多久就出这事，我
们家庭状况也不好，父亲死得早。”

为了证实此事，他还上传了身份
证和撞车瞬间视频，也有不少朋友和
同事为他证明。“目前身上就只有一
两万元钱！”杨龙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他在镇上开了一间电脑门市，里面东
西总共价值不到10万，他还有一辆
车，不过已经撞烂了，他表示，自己
不会回避责任，等警方事故认定出来
后，他会尽自己最大努力进行赔偿，

“但是我赔偿能力毕竟有限。”他介
绍，发起轻松筹的目的，是希望社会

爱心人士帮帮他，也帮帮这4名死者
家属渡过难关。发起当天晚些时候，
已经筹集到23900多元，有1215次帮
助，有81人为他证明。不过很快，“轻松
筹”平台关闭了该项目，杨龙称，平台
给他的答复是，项目不符合申请条件，

“我也不晓得因为啥子原因就停了！”
成都商报记者就此事联系了轻松

筹总部客服，客服称将联系相关部门给
记者进行回复，但是截至16日20时，“轻
松筹”官方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目前，该起事故中江县警方正在
处理之中，中江警方表示，事故认定
结果将会对社会公布。

一天内筹到2万多，随后众筹被关闭

一场车祸，轿车司机杨龙的生活
也被打乱。他除了要经营自己在小镇
上的一间电脑门市外，还要配合警方
调查、协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

杨龙在电话中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当时他开车与女友前往中江办
事，因为雨很大，他将车速控制在六
七十码。“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就这
样降临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征兆，来
得那么凶猛。”杨龙介绍，事发地在
继光镇往中江方向约一公里一段转

弯处。杨龙介绍，事故造成对方车辆
人员4人全部死亡，“我和女友受了点
轻伤。”

当得知三轮车上4人不幸身亡
时，杨龙称心里也很难受。说起此事，
杨龙称“教训就是，雨天还是尽量不
开车，开车的时候开慢点，注意三轮
车和电瓶车。”

成都商报记者从中江县警方处
证实，机动三轮车上的三男一女均是
什邡市元石镇箭台村人。其中，年纪

最大的72岁，年纪最小的女性死者，
也已经50岁了。事故的具体原因当地
交警部门仍在调查当中。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事发路
段距离继光场镇不远，弯道一端有
明显的限速60码和连续转弯的警示
标志，另一端的下坡路段也装有强
制减速带。而当地村民却反映，该弯
道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许多过往
车辆存在超速过弯的违规现象，因
此经常发生车祸。

当事车主：4人不幸身亡，心里也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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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场！退役运动员专场招聘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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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决赛刚刚结束，足球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让人热血沸腾。但是，专业运动员退役后，又将面临怎样的人生转型呢？昨日下午，四川省人社厅会同四
川省体育局，联合举办我省首届退役运动员专场招聘新闻通气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针对专业运动员面临的退役转型问题，为鼓励退役运动员就业转业，
四川省将为退役运动员举办首场专场招聘会。招聘会分为网络招聘和现场招聘两种形式，7月20日起开展网上招聘，8月8日将举办现场招聘。

对于许多专业运动员而言，退役后面对转型，缺乏社会经验和机
遇，迷茫是难免的。这一点，四川省退役运动员韩学良深有体会。

他告诉记者，自己今年32岁，从15岁开始进入省赛艇队训
练，曾获得亚洲赛艇锦标赛四人双桨冠军。但到了2010年，他开
始面临退役。“运动生涯的句号代表着运动成绩的辉煌终将过去，我
必须面临新的选择。”他称，自己当时很迷茫，不知该走什么方向。后
来，他在省体育局推荐下，参加了运动康复”专项培训，从营养学、心
理学等理论开始学起，经过了运动康复保障实习、实战等，成功
拿到了体能康复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2016年，韩学良发现运动康复领域的巨大市场潜力，先
后在北京、成都创办了两家运动康复公司，专门为运动员运
动损伤手术后提供康复训练，帮助他们重回赛场。
同时，还承接体育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协助健身学
校培养运动康复人才等等。

他告诉记者，自己在成都的公司或将参
与这一次的专场招聘，为运动员们提供就业
机会。而对于退役运动员，要实现成功转型，
需要大家像运动场上一样“不服输和勇于面
对挑战”。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退役后，他成功转型：

也曾迷茫，后创办两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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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