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可以为妈妈请一天假我可以为妈妈请一天假
吗吗？？……妈妈答应带我去……妈妈答应带我去
滑雪……初四是我的生滑雪……初四是我的生
日日，，我想妈妈陪我去……我想妈妈陪我去……
再不去我就长大了再不去我就长大了！”！”

员工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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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过去//
10余人一氧化碳中毒
他救人后悄悄离开

什邡市师古镇师古村的黄邦银今年
85岁，他的爱人在2009年农历腊月间去
世。十年前的腊月二十五这个日子，他一
辈子难忘。那是他爱人下葬的前一天，在
灵堂隔壁屋休息的十余人烧钢炭取暖，
全部一氧化碳中毒昏迷。“要不是高巍发
现及时，10多条命都没了！”虽然事情已
经过去十年，说起当时一幕他还心有余
悸，说到惊险处，老人嘴角抽动了一下。

高巍与黄邦银的五女儿黄若芳，曾
经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朋友。当年高巍获
悉黄若芳的母亲去世后，带着爱人从成
都到什邡祭奠、慰问。

十年前的那个晚上，高巍到了黄若
芳的老家什邡市师古镇。

高巍和黄家的其他几个年轻人一直
在灵堂旁守夜，另外一些人在隔壁屋休
息，由于天太冷，在隔壁屋休息的十余人
烧钢炭取暖。

腊月二十六的凌晨 4 点左右，意外
发生了。

“当时屋里倒下 10 来人，喊都喊不
醒。”高巍回忆说，当晚气温较低，黄家的

一些亲友就到隔壁房内烤火。大概在凌晨
4 点过的样子，正对着他的一道门开了
下，就看见有人倒在门口。起初还以为是
喝醉了，觉得不对劲，就走过去看了下，发
现屋里空气不对头，有10多人横七竖八
倒在地上，屋内还有几盆火炭在燃烧。

发现疑似一氧化碳中毒，高巍急忙
大声呼喊“快救人”，同时忙着去开屋内
的门窗通风，让妻子打 110 报警电话、
120急救电话。

“看着屋内躺下10来名亲友，腿都吓
软了。”黄邦银的二儿子黄若华介绍，事发
当晚，各种仪式做完后，一些亲友就留宿
在家中。有的在客厅沙发上靠着，有的在
椅子上眯着，烤火取暖，等待着第二天的

来临。“听见喊救人，第一反应是灵堂着火
了。”他走出来一看，高巍等几人正在忙着
把人抬出来，忙着施救。“看见抬了几个人
出来，心里着急啊。”黄若华说。

高巍、黄若华等手忙脚乱地把10余
名亲友陆续抬出屋外。一些亲友还有点
意识，一些则已经无法喊醒。好在报警
后，120救护车赶到事发现场。众人忙着
把10余人送到几百米外公路边的车上。
10余名亲友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幸好发现及时，经过抢救亲友们陆
续苏醒。在救出黄家的 10 余名亲友后，
为了不给黄家增添麻烦，高巍和妻子次
日一大早悄悄离开了。等黄若芳把家里
的事处理完后，再准备去感谢高巍时，高

巍又出差去了。后来的这么多年里，高巍
工作变动，手机更换后，黄若芳与高巍失
去了联系。

现在现在//
终于联系上他，
请他回“家”吃团年饭

不久前，黄邦银生日，五个子女都回
来为老父亲祝生。席间，说到了母亲十周
年祭日的事。在当地农村，保留着春节前
祭拜前人的传统。黄邦银一直有个心愿，
就是要感谢下那个见过一次面的恩人

“小高”——高巍，一起吃个团圆饭。
家人找到有关部门，黄若芳多方联

系老同事，就在两三天前，终于联系上高
巍。获悉黄家人要请他及家人回去团年，
高巍爽快地答应了。

昨日上午，高巍开车，带上妻子、小
女儿一行，上午 10 点钟到了黄邦银家。
黄邦银及五子女已经搬离了老院子，各
自重新修建了新房。

短暂寒暄小坐后，高巍在黄家人的陪
同下，去了曾经的老院子。高巍给黄邦银爱
人的坟上了香。黄家人特地在当地一处有
名的餐馆订了酒席，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
救命恩人。尽管多年不见，但说起曾经的
事，双方有说不完的话，喝不完的酒。为了
表达对黄家人的情谊，高巍专门给黄邦银
带来了好酒，为黄家的小朋友发了红包。

“黄家人真的很念感情，这让自己有
种回家的感觉。”高巍说。一晃，10年就过
去了。变化的是居住环境和众人的容颜，
不变的，是当年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妈妈过年要上班
女儿帮妈写假条

请 假 条 和 准 假 条 ，最 先 在 江
油论坛发了出来，后来流传在江
油、绵阳人的朋友圈中，“江油发
布”微薄也转发了这张请假条和
准假条。

“这个必须赞，所有老板都应该
向这个老板学习。”“老板些，都来看
看，都来学习学习，你对员工好一
分，员工会十倍、百倍回报你！”“有

情有义的好老板”……在网络上，网
友们发出很多点赞声。

1月30日下午，记者联系到该公
司董事长张涛，对于这个请假条，他
承认自己当时确实被感动了。张涛介
绍，26日当天，前台把这个小女孩写
的请假条给了他，他看后很感动，于
是专门写了一个准假条，并叫人打印
出来，他再签字。

“作为餐饮企业，员工们都放弃
陪家人来上班，这本来就是他们高
尚的地方，而小女孩的请假条中，其
中一句‘再不去我就长大了’，让人
感动。我们公司共有 140 多名员工，
我也想通过此举，让员工感受到温
暖。”张涛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十年前，灵堂旁险搭新灵堂
救了多人后，他悄然离去
十年后，当年人终报当年恩
寻找到恩人，把酒庆团圆

““来来，，二二哥哥，，走一个走一个！”！”
11月月3030日日中午中午，，应黄邦应黄邦

银一家邀请银一家邀请，，高巍专程到什高巍专程到什
邡吃了顿团圆饭邡吃了顿团圆饭，，席间席间，，欢欢
声笑语声笑语，，其乐融融其乐融融。。十年前十年前，，
高巍在替黄邦银的爱人守高巍在替黄邦银的爱人守
灵时灵时，，救下救下 1010余名一氧化余名一氧化
碳中毒的亲友碳中毒的亲友。。高巍离开什高巍离开什
邡后邡后，，换了工作换了工作，，到其他城到其他城
市又换了手机号市又换了手机号，，与黄邦银与黄邦银
失去了联系失去了联系。。

这份救命恩情这份救命恩情，，黄邦银黄邦银
一家却一直铭记一家却一直铭记。。在爱人去在爱人去
世十周年时世十周年时，，黄邦银一家多黄邦银一家多
方查找方查找，，终于找到了高巍终于找到了高巍。。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30期开奖结果：838，
直选：969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7819注，每注
奖金346元。（8547693.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30期开奖结果：
83815，一等奖149注，每注奖金10万元。（197320653.5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13期全国销售209355520
元。开奖号码：08 10 15 17 18 01+08，一等奖6
注，单注奖金7771123元，追加0注。二等奖80注，单
注奖金94273元，追加27注，单注奖金56563元。三等
奖1043注，单注奖金2868元，追加311注，单注奖金
1720元。7261573924.16元滚入下期奖池。(以上奖期
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1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013期全国开奖
结果：04 05 29 08 10 14 24，特别号码：2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030期开奖结果：280。(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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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批准放假特批准放假55天天（（初二初二
至初六至初六），），并批准旅游并批准旅游
基金基金10001000元……因为元……因为
再不去你就长大了再不去你就长大了！”！”

公司董事长：

这两天这两天，，在绵阳在绵阳、、江油人的朋友圈内江油人的朋友圈内，，流传着一张请假条和一张准假流传着一张请假条和一张准假
条条。。请假的是一名请假的是一名88岁小女孩岁小女孩，，她帮妈妈请假她帮妈妈请假；；准假的准假的，，是其妈妈所在餐饮是其妈妈所在餐饮
店的董事长店的董事长。。11月月3030日日，，该餐饮店董事长张涛告诉成都商报该餐饮店董事长张涛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红星新闻记
者者，，小女孩的请假条感动了他小女孩的请假条感动了他，，而他也想通过此举而他也想通过此举，，来感动全体员工来感动全体员工。。

不过不过，，餐饮企业春节忙餐饮企业春节忙，，小小
女孩的母亲曹女士表示女孩的母亲曹女士表示，，所有所有
员工都要上班员工都要上班，，她不想搞特殊她不想搞特殊。。
当然当然，，女儿的心愿女儿的心愿，，也是要满足也是要满足
的的。。届时届时，，会安排老公带女儿出会安排老公带女儿出
去玩去玩。。

1 月 30 日上午 11 时许，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了唐芸的
妈妈曹女士，当时，她正在忙碌。她气
喘吁吁告诉记者，自己只有下午有一
点稍微空闲的时间。

当天下午 3 时许，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再次和曹女士取得联

系 。
这次联

系，她放下
了手中正在搬

运 的 酒 水 。她 介
绍，她在这家公司工作

了四五年时间，现在做的是前
台接待工作。由于是餐饮企业，

每逢节假日时，就是特别忙碌的时
候，因此，在节假日时她根本无法
照顾自己的女儿，更没有办法带女
儿出去游玩。

“前段时间，江油下了几场雪，
即将年满 8 岁、正在读二年级的女
儿又提出让我带她去滑雪，当时我
也确实答应了她，其实每年都答应
了她，我也知道不能兑现，但又不
能不答应。”曹女士说，她老公常年
在外打工，女儿放假后，跟她一起
到店里耍了几天，当女儿提出正月

初四生日当天带她去滑雪时，曹女
士对女儿说出了真话，“初二初三
我就开始上班了，确实陪不了你，
到时只有爸爸带你去。”

曹女士介绍，公司放假时间为大
年三十至正月初二，所以对于女儿再
次提出的要求，这次她无法再欺骗
了。不过，当曹女士实话告诉女儿唐
芸后，唐芸称自己要帮妈妈请假。

“她说这话时，我也没有在意，因
为春节是最忙的时候，每天几台宴
席。我没想到女儿真的写了请假条，
还传到了董事长的手中。”曹女士说，
看到女儿的请假条，她很心酸。

虽然如此，曹女士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这次她可能还是要让
女儿失望了，“大家都在上班，我也不
想搞特殊，到时我也会上班的，女儿就
由她爸爸带去耍，当然，董事长发的
1000元旅游基金，我还是会拿着的。”

一份辛苦的工作
已经对女儿“食言”多次

一个暖心的老板 “想通过此举，让员工感受到温暖”

一张童真的假条
“再不去，雪就化了，
我就长大了”

模拟劫匪挟持公交车
成都警方举行实战演练

位于天府新区的西部博览城正举行某大型商贸活动位于天府新区的西部博览城正举行某大型商贸活动，，突突
然然，，33名犯罪嫌疑人持刀斧和爆炸装置挟持了一辆载有乘名犯罪嫌疑人持刀斧和爆炸装置挟持了一辆载有乘
客的公交车客的公交车，，成都警方快速反应成都警方快速反应，，对现场展开处置……对现场展开处置……
昨日昨日，，成都市公安局组织特警成都市公安局组织特警、、巡警巡警、、交警交警、、治安治安、、刑侦刑侦、、
反恐等多个警种部门反恐等多个警种部门，，在天府新区西部博览城重点针在天府新区西部博览城重点针
对驾车冲撞对驾车冲撞、、刀斧砍杀刀斧砍杀、、劫持人质处置劫持人质处置、、爆炸装置排除爆炸装置排除、、
应急拉动等科目开展实景应急拉动等科目开展实景、、实兵实兵、、实装的街面突发案实装的街面突发案
（（事事））件处置实战演练件处置实战演练。。

演练模拟背景为 2019
年某月某日，位于天府新区
的西部博览城举行某大型商
贸活动。3 名犯罪嫌疑人因
对社会不满，为发泄私愤、制
造舆论，持刀斧和爆炸装置
挟持了一辆载有乘客的公交
车，意图前往商贸活动现场
实施极端暴力犯罪。

路面执勤民警发现警情
后，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告，并

驾驶摩托车尾随观察。市局
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处
置预案，及时调取该路段的
监控视频追踪了解现场事
态，并指令属地警力做好处
置准备。犯罪嫌疑人胁迫公
交司机驾车冲撞隔离设施，
企图冲入商贸活动现场。根
据现场态势，指挥中心指令
属地警力迅速前往现场开
展处置。

3名“嫌疑人”挟持公交车
企图实施极端暴力犯罪

属地快反小组和110巡
组赶赴现场，以公交车为核
心对现场实施有效封控，并
立即疏散围观群众。此时，3
名犯罪嫌疑人见胁迫公交车
冲撞商贸活动现场未果，随
即采取砍杀车内乘客、抛扔
爆炸装置、劫持人质等极端
行为与警方对峙。

特警快反小组到达现
场，犯罪嫌疑人负隅顽抗，持
刀砍向特警快反警组。依法
鸣枪警告后，特警快反警组
果断开枪制服犯罪嫌疑人。
属地快反小组对劫持公交司
机欲逃往地铁站的2名犯罪

嫌疑人追踪控制。
轨道交通分局指令站内

警力迅速封闭地铁站入口，
并配合属地快反小组对挟持
公交司机的犯罪嫌疑人进行
合围，防止其窜入地铁站内。

特警“黑豹”突击队到达
现场，派出谈判民警与犯罪嫌
疑人进行对话。现场谈判无
果，指挥中心指令：“择机果断
处置，确保人质安全”，特警狙
击手把握战机、果断开枪，“击
毙”1名劫持人质的犯罪嫌疑
人。3个特警突击小组同时发
起攻击，“生擒”另一名犯罪嫌
疑人，安全解救被劫人质。

穿戴35公斤排爆服
排爆手“重装上阵”

执勤交警对通往核心现
场的道路实施远端封控。同
时，消防、医疗部门赶赴现场
灭火扑救、抢救伤员，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财产损失。

指挥中心指令属地分局
管控现场并开展搜排爆工
作。属地防爆安检小组使用
探测器、伸缩臂镜等专业器
材对公交车实施搜爆作业，
发现车内遗留爆炸装置。特
警防爆安检队抵达现场，特
警排爆手穿戴重达 35 公斤
的排爆服前往爆炸核心点开
展处置。

现场爆炸威胁解除后，
特警防爆安检大队会同刑侦
部门共同实施二次搜爆复
检，彻底排除爆炸隐患。

在多警种部门的协作配
合下，该起街面突发案（事）
件得以成功处置。通过练“判
断”、练“指挥”、练“协同”、练

“处置”、练“机动”，充分检验
了多警种、部门“五指成拳”
的合成作战能力。

据成都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负责人介绍，此次实战演
练是继2018年“七·一”实战
实训汇报演练之后的又一次
综合性、整建制的综合演练，
全方位展示了特警狠抓“普
训、专训、精训”的常态化练
兵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彰显
了“对党忠诚、捍卫平安”的
能力和决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宿姮

摄影记者 王天志

特警出击
将“嫌疑人”分别“击毙”“生擒”

公司准了假，不过妈妈自己没“准假”：不想搞特殊，爸爸带你去

再不带我去滑雪，我就长大了……”
““再不带我再不带我

去滑雪去滑雪，，
我就长大了我就长大了

…………””

高巍（右二）给黄家的长辈敬酒

演练现场

威风凛凛

其实，请假条上没有“请假条”三
个字。落款为“唐芸”的小女孩，使用的
纸张，来自一张小学生用的田字格拼
写本，字也是歪歪斜斜的。不过，帮妈
妈请假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

这张“请假条”上写着：亲爱的叔
叔阿姨，春节快到了，我可以为妈妈请
一天假吗？初四可以吗？妈妈答应带我
去滑雪，因为妈妈说忙，几年都没有
去，初四是我的生日，我想妈妈陪我
去。再不去雪就化了，我就长大了……
唐芸，2019年1月26日。

另一张准假条则是打印的，时间
为2019年1月27日，上面有董事长的
签名和公章。

准假条上写着：亲爱的唐芸小朋
友，你的妈妈在工作期间，工作认真负
责，团结同事，很好地完成了本职工
作，表现优秀。特批准放假5天（初二
至初六），并批准旅游基金1000元，让
妈妈陪你一起去滑雪。因为，再不去你
就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