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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失踪孩子的信息印在随餐的餐垫纸上——双流
几个年轻人开的一家外卖店的做法引来食客们的点
赞：“暖心”“感动”的评论出现在店铺评价中。店铺里的
年轻老板表示，当时这样设计一方面有店铺形象的考
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通过大量顾客的阅读和
传递，为寻人增添一份希望。

家住双流区西航港附近的阙女士8日晚上在一
家名为“露宿绝不风餐”的外卖店点了份外卖。收到外
卖后，阙女士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餐垫纸。记者注意
到，这份纸质餐垫的右边竖着印上了三名儿童的寻人
信息，除了当事人图片外，一旁的文字信息显示三人
均为四川人，失踪时间也都在今年3月，最大的一个
16岁，最小的一个6岁。阙女士随后将经历发到了微
博：“餐垫上是失踪儿童信息，据说每一份外卖都有这
么一份餐垫，真的很暖心。”

9日下午，记者找到这家外卖店店主杨剑波。杨剑
波来自西昌，今年刚刚19岁。他告诉记者，此前他们
几个同龄人计划开这家外卖店，“3月份开始筹备，6
月底的时候正式开始营业。”筹备期间，负责设计的杨
庆鸿提出这样设计餐垫，“当时大家觉得很好，所以都
同意了。”“肯定是有商业方面的考虑的，希望小店让
顾客感受到人文关怀。”杨剑波也表示，希望这种方式
给新店多点好评；另一方面，杨庆鸿表示，也希望通过
大家就餐时的阅读和传递，为寻人添一份希望。

“寻人信息是从我关注的‘宝贝回家’公众号上选
取的。”他表示，考虑到店开在四川，同时他们认为近
期失踪的线索更有助于寻找，“就选了失踪时间是今
年3月份的几个四川人。”。记者从宝贝回家方面了解
到，餐垫纸上的 3 名儿童目前只有一名还能查到信
息，其余两名已没有信息。得知消息后，杨剑波表示，
将立即暂停剩余餐垫纸的发放，更新了新的内容后再
重新随餐发放。

杨剑波告诉记者，餐垫纸让他们收获了点餐人的
好评。记者打开外卖店在美团上的页面，一位网友就表
示“包装里有寻人启事，商家太暖心”，同样收到餐垫纸
的另一位顾客留言表示“非常欣赏卖家”，有顾客对寻
人启事直呼“很感动”，要给店家点赞。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 陶轲 实习生 张芳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扫黑办获悉，青白江区创
新宣传方式，排演话剧《大宋御史·赵抃》和情景剧《赵
抃》，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赵抃
清白思想的同时，把扫黑除恶宣传辐射到社会各层面，
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意义，提高群众积极参
与专项斗争的热情，鼓励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腐败
问题等违法犯罪线索，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7月17日起持续两天，大型历史话剧《大宋御史·
赵抃》在成都锦城艺术宫首演，共吸引各级专家、学
者、市民等近2000人观演，并给予普遍好评。剧中，面
对宋仁宗的有意偏袒，宰相陈执中的肆意妄为，赵抃
不畏强权、刚正不阿，据理据实与朝臣辩争，甚至不惜
直接向仁宗皇帝提出抗议，要求依律依法罢免陈执中
的宰相职位，以维护朝纲政体的清正严明。最后，陈执
中被罢相。据悉，该话剧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计划
今年10月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为让赵抃的清白思想深入人心，也为了把法律知
识送到群众身边，青白江区利用走基层“文化惠民”、
百姓故事会、三下乡四进社区、道德讲堂等活动，带着
情景剧《赵抃》走进群众，让群众在“零距离”感受赵抃
不畏强权、不避权贵、秉公执法，重拳打击当时蜀地官
场种种不正之气的故事中，鼓励群众敢于向黑恶势力
说不，进一步提高群众参与扫黑除恶工作积极性，增
强平安建设“人人有责”的责任感。

此外，为动员群众监督，青白江区既充分利用网
络、报刊、电视台、微博、微信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提
高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同时，
不断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在区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开设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监督举报专区，公布
信访举报电话12388，在城市商业综合体LED大屏、公
交车身等投放“扫黑除恶”公益广告20余处，掀起扫黑
除恶宣传热潮，强力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提醒提醒:: 遇到黑恶势力 多种方式可举报

预防打击违法犯罪离不开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
和参与，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举报。对于举报人的
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将实行严格保密和保护措施。

1、全国扫黑除恶举报方式：
（1）网站: www.12389.gov.cn;
（2）信箱:北京市邮政19001号邮箱
（3）电话: 010-12389;
2、四川省公安厅扫黑除恶举报方式：
（1）信箱:地址为成都市青羊区文庙后街36号，邮

编为610041;
（2）电话: 028-86301110；
3、成都市扫黑办举报方式：
（1）信箱：地址为成都市锦城大道366号，邮编为

610042；
（2）电话：028-61880673；
（3）邮箱：cdsaohei@163.com;
4、成都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举报方式：
（1）信箱：地址为成都市青羊区文武路153号，邮

编为610031；
（2）电话：028-86408000。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苟月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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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都市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卫计委主办的“成都骄傲——大美医者”评选活动，经推荐申报、初评审核、网络投
票、综合评审，评选出——首届“成都骄傲——大美医者”10名，成都商报记者为你讲述大美医者的动人故事。

5·12来临那一刹
他第一个冲进调度大厅

大美医者于成

曾被误以为是“歪医生”
如今是居民“自家人”

大美医者王乐

彼时，他曾是妇产科界的手术“一
把刀”，深受病人信任和爱戴的同时，
还身兼着成都市妇产科医院业务副院
长的职务。同为业务骨干与管理能手
的他，头角峥嵘、年轻有为。然而，2004
年，他却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放弃
了大好前程，服从组织安排，投身到我
市刚刚起步的院前急救事业——他
说，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他突然意
识到用手术刀只能拯救一个生命，但
是，只有当我们筑牢这座城市的公共
卫生防线，建立便捷快速的院前急救
体系，才是城市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
业的坚实保障。

2008 年 5 月 12 日，在灾难来临的
那一刹，当班的调度员不会忘记，于成
第一个冲进中心指挥调度大厅，如一
块磐石，屹立在剧烈摇晃的急救生命
线的中心，以半是命令、半是安慰的态
度，要求调度员坚守岗位——因为他
知道，生命热线不能断、120 阵地不能
丢。在他的坚持下，调度员们保持镇
定，继续接听120热线电话，即使在地
震摇晃最猛烈的时候，120生命热线也
没有中断1秒钟！

当山崩地裂还未完全平息，他已

驱车赶往重灾区彭州查看灾情，在通
讯中断的那片死寂里，往返 100 余公
里，将重要灾情信息带回中心，为正在
做抗震救灾指挥工作的领导决策提供
重要依据。刚回来，顾不上吃一顿饭，
又立刻出发前往都江堰查看灾情。聚
源中学惨烈的灾情深深震撼了这位铮
铮铁骨的男子汉，他和赶来聚源中学参
加救援的重庆搜救队队员同进退，为了
拯救每一个孩子全力以赴。“你出来，我
身体瘦，可以进得更深一些！”在塌陷的
救灾现场，于成不顾自身安危，向搜救
队员主动请缨。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他
说：“其实我也想哭，但是想到有孩子被
压在下面，我没有时间害怕……”

如果说一个人的成长道路，选择
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
选择了高尚，那么这就是于成的人生
选择——也许我们少了一位优秀的妇
产科医师，但是，我们的公共卫生事
业、院前急救事业却多了一位理想信
念坚定的坚强战士，他以宠辱不惊的
心理素质、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和乐
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让党徽更加
闪耀。

“王医生来了啊？”
“对啊，张孃，你前几天的感冒好了

没？虽然天气热，空调、电扇还是不要对
着吹，不然一冷一热容易生病哦。”

“要得要得，我一定注意。”
这是家庭医生王乐下院落时的

日常一幕。王乐是草市御河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的“领头人”，
也是成都市最早的家庭医生之一。在
过去的10多年里，王乐几乎每天下午
都要去辖区的院落里转转，去重点对
象家里看看。一来二往，王乐在辖区
居民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成为了居
民们信任的人。

作为家庭医生的“先行者”，在他
面前的家庭医生道路是一种全新的
医疗服务模式，这就意味着没有可以
借鉴的实例，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自己
探索解决，他在一步步实践中摸索着
前进，付出了很多心血。

曾有位80多岁的老人，因为腿疼
来看病。王乐问她血压高不高，她说
从来不高，几十年没有过头晕乏力。
王乐劝她量个血压，老人摆摆手说不
用量，直接开治腿疼的药就行。王乐
问她上次什么时候量的，她说三四年

了。因为专业的判断，王乐坚持让老
人量一下血压，结果，高压200多，低
压 130！这可是有严重隐患，脑出血、
中风、脑梗都可能发生，如果一旦漏
诊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的工作很平凡，但很重
要。”在王乐看来，家庭医生的追求
不是掌握了多么高精尖的技术，或
者取得令人瞩目的学历和成就，而
是以服务态度和治疗效率做好“守
门人”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保
持敏锐，从而发现并处理到细枝末
节的问题。

“家庭医生”是“医改”解决居民
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措施，对居民
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经过12年的辛
勤沉淀，这个家庭医生团队从最初被
辖区居民误以为是“歪医生”、“骗
子”、“药串串”，到现在变成了居民的

“自家人”；从成立之初的6人发展到
现在30余人的家庭医生队伍，管理着
辖区9000余名慢性病人。他们没有轰
轰烈烈的英雄事迹，却在平凡岗位上
为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成为了辖区
居民们最亲最信的人。

市文明办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这家外卖店的
餐垫好特别咦，

青白江区：
创新形式开展扫黑除恶宣传

扩大群众参与度

小区洪水后修复需小区洪水后修复需20002000多万元多万元，，每户承担每户承担11..44万元万元

业主：费用咋算的？
物业：只是估算

千万维修费之惑

在遭遇洪水一个月之后，位于金堂北
河旁边的棕榈湖国际社区一、二期小区，恢
复了生活用水和临时供电，但目前电梯、车
库、门禁系统仍然无法使用。

而最近，一张“小区修复所需维修资金
2109万元，每户业主需承担1.4万元”的公
示，在小区内引起争议。“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这些预算的明细，费用是怎么算出来的？”

8月9日下午，小区业委会、业主代表、
物业齐聚小区所属的金堂县三星镇政府协
商此事，经协商决定，相关单位将对小区的
设施设备进行评估，做出详细的工程预算，
进行逐一恢复。

成都一外卖店推出寻人餐垫，店主称有
商业考虑，也为寻人出力

8月7日，一张由棕榈湖国际
社区业主委员会发布的公告贴在
了小区大门一处显眼的位置。公
告上称，7 月 11 日的洪水造成小
区设施、设备受损，现小区众悦物
业公司对其设备修复提出所需资
金总共2109万元。

因一、二期业主维修基金共
400多万元，那么除了动用维修基
金外，每户业主还将承担1.4万元
左右的费用。“这简直就是天价维

修费。”此公式一出，立即在小区
业主群里炸开了锅。

这笔费用是怎么算出来的？
记者从小区物业向业委会发

的一个关于申请维修基金的函中
发现，所提及小区需要恢复或更换
的设施，包括生活水泵、围墙、变压
器、电梯、柴油发电机、消防系统、
防排烟系统、视频监控及门禁系
统、地下室及小区路面绿化等13
项内容。不过，每项需要恢复的设

施，仅仅只提到了名称和所需费
用。小区业委会主任告诉记者，洪
水之后，业委会曾让小区物业根据
受损情况，做出一项修复的方案，
然后再由业委会召开业主大会进
行表决。“表决内容涉及施工单位
的招投标，受损设备是修复还是更
换等问题。”然而，物业的这份预算
方案，具体项目、工程量、计算依据
均未明示，无法判断和认定这笔资
金需求的合理性。

“这是一个估算，并不意味着
要这么多钱。”在棕榈湖国际社
区，记者见到了物业公司负责人，
对方解释说，“当时需要我们报一
个大概的损失，我们做出了一张
表，而业委会说也想看一下，就一
并给了他们。”那么，这些价格是
怎么算出来的？物业负责人称，是
请了一位曾经在小区内工作的人
来小区看了之后算出来的，她补
充说：“这个人也不是很专业。”

在对受损的设备估算了恢复
价格之后，物业公司联系了部分
设备的施工单位，对这些受损设
备进行了评估，并拿到了施工单
位做出的各种处理方案。“并不是

说估算多少钱，最后就需要那么
多钱。”

物业负责人称，比如车库内
的变压器，为了杜绝今后再被水
淹，那就可以考虑把它移出车库
到路面上来，但最终是否转移还
是要小区业主说了算的。对方翻
出了手机中部分设备修复的方
案，“我们在估算了总的费用之
后，请了建设单位来评估，并把这
些方案给了业委会，让他们决定，
包括选择什么方案和设备的品
牌，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结果。”

业委会将公示张贴出来之
后，金堂县房管局物业管理科随
即介入调查，据物业管理科一位

工作人员称，物业公司在将费用
估算的明细报给物管科时，其中
车库内的变电站是考虑要将其转
移到路面，“但是需要考虑的是这
个费用谁来出，我们建议还是以
修复为主。”并且，物业公司在没
有得到业委会委托的情况下，不
能对小区内的公共设备进行评
估、预算。

对于目前的状况，物业公司
负责人感觉“有点冤”，“我们当初
给业委会说了让他们找专业的单
位到小区，对受损的设备进行评
估，但业委会要么说没时间，要么
就说不懂这些，在这种情况下，物
业就做了这项工作。”

在一栋电梯公寓楼下，准备
回家的83岁老人张耀光掏出了一
把手电筒，进入漆黑的楼道，把电
筒打开，手扶着扶手往上爬，“电
梯烂了一个月来，没办法。”他家
住在19层，每爬3层，张大爷驻足
歇一口气，“每天都要出去买菜，
这趟上去我就不下来了。”

同样住在高层的业主张勇告
诉记者，由于母亲年事已高无法
爬这么高的楼层，全家人已经搬
到了亲戚家居住。根据小区物业

介绍，整个棕榈湖一、二期共1000
多户业主，全部30多部电梯在洪
水中受损。

在今年的洪水中，紧邻金堂
北河的棕榈湖国际社区是整个县
城受影响较严重的小区之一，直
到现在，电梯公寓楼道二层墙壁
上的水位痕迹还清晰可见。因门
禁系统损坏，小区随时大门敞开，
陌生人可以进出，而进出地下车
库的斜坡上，至今还堆积着淤泥，
业主的车只能停放在路面上。数

根临时电缆从小区花园和道路中
间穿过，为业主提供临时的生活
用电，因电压仅供基本的生活照
明和做饭，小区业主纷纷表示，在
家不怎么敢开空调。

8 月 9 日下午，小区业委会、
业主代表、物业齐聚小区所属的
金堂县三星镇政府协商此事，经
协商决定，相关单位将对小区的
设施设备进行评估，做出详细的
工程预算，进行逐一恢复。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小区洪水后修复需2109万元 每户业主承担1.4万元？1

只是一个大概的估算 最终如何修复业主决定2

业主
质疑

物业
回应

将对设施设备进行评估，做出工程预算后再逐一恢复3
三方
协商

于成（左一）参加抢救

业主摸黑爬楼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