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妹儿，我家太婆找不到了！”6月8日，端午小长假第2天，成都公交1路驾驶员包菊在开车途
中，突然收到一位大爷的求助。这是一场接力寻人的开始，接下来，公交调度员、信息员、值班队长，纷
纷加入；太婆的子女、亲友分头行事，同时报警查看天网监控……

从发现老人走失，到寻回她，仅仅花了两小时。“这是一年来三次寻找中，最快的一次”，其子感叹
说。11日，太婆的两个儿子专程到成都公交北星公司406车队赠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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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公交车上大爷公交车上““丢丢””了老伴了老伴
公交公交线线上各岗位上各岗位

你发信息我调监控
接力寻人助她回家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6月10日，“2019金犊创意节·天府文化青年创意设
计奖”作品初评会在东郊记忆举行。通过两个多月的征
集，活动共计收到2449件极具成都特色的创意参赛作
品，而本次入围的27件成都主题创意作品将与其他金犊
奖入围作品一起于6月15日参加总决审。

记者从初评会上获悉，“2019金犊创意节·天府文化
青年创意设计奖”系列活动由成都传媒集团与台湾旺旺
中时传媒集团、成都大学共同举办，旨在邀请全球院校学
生围绕“三城三都·熊猫印象”主题，以文创设计类、旅游
设计类、赛事设计类、美食设计类、音乐设计类、会展设计
类、综合设计类7个类别展开创作，以期孵化一批能够深
刻体现天府文化魅力的创意设计作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婷婷

老伴丢了
下车时遇热心人让座
她顺势坐下了

“我妈84岁了，有时有点恍惚。”太婆
的儿子李先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他的妻子在住院，两位老人都年过
八旬，还专程在端午节期间去医院探望
儿媳。而后，他在1路公交南大街站把老
人送上车，想着“回家可以直接坐到北门
大桥站下，不用转车”，哪知出了状况。

从公交车上调取的视频中看到，大
爷与太婆原本并坐在车厢前部第一排。
8 日 15 时过，到站了，大爷拍了拍太婆，
示意她下车，大爷就提着水果往后门走
了。他急着下车，走得快些，太婆走得慢
些。哪知她往后走时，一位好心乘客看
太婆从车前门方向走来，以为她刚上
车，便给太婆让座。而太婆也就顺势坐
下了……这时，后门关闭，公交起步，驶
向下一站。

走丢老伴的大爷无计可施，40 分钟
后，又在北大街站随意坐上了一辆1路公
交车，希望沿途寻找老伴。乘坐了4站后，
他终于忍不住向公交驾驶员求助，就出
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一路上，大爷向驾
驶员包菊讲述了事情经过，并跟车到达
终点站——昭觉寺公交站。

接力寻找
采集视频
确认她多坐一站后下车

停车后，包菊也能细细询问情况
了。她先找大爷要太婆的照片，大爷翻
找了半晌，拿出了太婆的身份证。包菊
赶紧拍了一张，发进 1 路微信群和 406
车队群，“一位老人 15：15 在北大街站
乘坐 1 路公交车，精神有点恍惚，如看
到了请回复调度”。

包菊是驾驶员，很快又要发车，路上
也不能接打电话。她只能把大爷交给调
度员，并请调度员通知家属。当班调度员
施艺考虑到开车的驾驶员无法留意手机
信息，又赶紧发布了车载消息，到1路的
各车辆上，“若看到老人请及时通知”。看
着大爷呆坐在那里，驾驶员们又没有回
复相关信息，她急得哭了起来。

施艺想到了可以调取公交车内监
控，查看太婆去向，便向当天值班的服务
副队长谢冬报告。谢冬立马放下手上的
其他事情，去调度室看大爷，“报警没有？
联系家属没有？安慰大爷没有？”他一连
三问。施艺回复说，家属在报警。

施艺查询到，15时15分左右，有自编
号为48520和48525的1路车行经北门大
桥站，而查到这个信息时一辆已经到达

终点站高朋公交站，另一辆也即将到达。
“要最快调取视频，两辆车最好都停在高
朋。”谢冬立马请调度员协调发班时间，
并联系信息员，驾驶公务车去高朋公交
站采集视频。

“这个事情就交给我们了，您就不要
到处去找了！”谢冬怕大爷再出什么状
况，安抚好大爷才出发。同时，正在休假
的信息员李超，也马上动身前往高朋公
交站汇合。经过半小时视频采集，确认太
婆多坐了一站，到簸箕街就下车了。范围
锁定后，太婆子女赶紧联系附近派出所
求助。

家人团圆
仅两小时就找到老人
送锦旗表谢意

在接到太婆走失的消息后，她的子女
们也分头行动，多方寻找。老人的四子李
先生乘坐1路公交沿途找寻，其余有的去
昭觉寺公交站接大爷，有的去高朋公交站
协助调取监控，有的去派出所求助。他们
还发布朋友圈消息，请亲友们留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又一个巧合出现了。
17时许，一位老邻居在太升路看到了走失
的太婆，并联系了她的女儿。“这次真的很
快，2个小时就找到人了”，李先生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这已是太婆一年来第
三次走失，最长的一次找了6小时，深夜才
找到，那次她还佩戴了定位手表。

李先生说，之所以会送锦旗，是由于
真真切切感受到公交人的热心，特别是
锁定范围以后，他们的心放下一半，因为
太婆下车的地方已在家附近。对此，406
车队队长李秀丽表示，“在公交车上发生
的事，我们的员工肯定都是义无反顾地
去做所有能做的事”。

参与寻人的服务副队长谢冬则提醒
说，家有老人的市民，可以给老人准备一
张联系卡，以便及时与家属联系。“我们
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他说。

“我在教她开车，只喝了一杯。”在女子小李被交警
拦下查出无证醉酒驾驶后，让民警吃惊的是，坐在副驾
的男友腾某也喝了酒，他明知小李没有驾驶证，还将车
交由其驾驶，原因是正在学习驾驶的小李称想“练手”。

6月11日上午，腾某来到成都市交警二分局接受调
查处理，交警部门对其把机动车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者驾驶的违法行为，依法给予罚款1000元并吊销驾驶
证的行政处罚；同时，其明知小李醉酒还将车辆交由其
驾驶，腾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共犯，两人都将被追究刑事
责任。

挡获 女子涉嫌无证醉酒驾驶被查
5月21日23点51分，成都市交警二分局民警在金牛

立交桥跨线桥入城下桥处设点查处酒驾，一辆白色奔驰
轿车行驶而来，民警示意车辆停车检查。驾驶人小李对
着酒精检测棒吹了一口气，仪器立即发出报警提示：“对
不起，您喝酒了。”

随即，民警要求小李下车接受呼吸式酒精测试仪检
测，经初步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88mg/100ml，涉嫌
醉酒驾驶（后经抽血检测为91.1mg/100ml）。

调查中，发现该女子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没有取得
驾驶证，涉嫌无证驾驶。被民警拍摄违法证据照片时还
不忘提醒：“要开美颜！”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违法行为
的严重后果。

荒唐 女友想“练手”，男友挺“爽快”
醉酒、无证驾驶，那为何会开车上路呢？随后，坐在

副驾驶的男子腾某下车接受民警询问时表示，车是自己
的，当时在教女友开车。

腾某告诉记者，当天晚上和女友小李在郫都区红光
镇吃饭，期间两人喝了几瓶啤酒。饭后，二人计划到市中
心游玩，但一直没有找到代驾。于是，心存侥幸的腾某准
备自己开车。

在前往市中心途中，小李提出想体验一下开车上路
的感觉，腾某不顾女友已经饮酒，仍然将车交由其驾驶。
没想到，车辆在行驶了10余分钟后，就被警方查获。

重罚 两人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成都市交警二分局民警唐亚中介绍，腾某在明知

道李某饮酒的情况下，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李某因涉
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危险驾驶罪）被交警挡获，腾某在该
案件中构成危险驾驶罪共犯，两人都将被追究刑事责
任。另外，腾某在明知道李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
况下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系把机动车交给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依法给予腾某罚款1000元，并处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电线杆上，医皮肤病、性病的“牛皮
癣”广告，究竟怎么回事？昨日，成都执法
人员在华阳半边街，将一名小广告上的
非法行医人员抓获，现场发现过期注射
液、针管、酒精、棉签若干。

“高度怀疑已经给人使用过，后果可
想而知。”据介绍，该人员非法行医15年，
长期与执法人员“打游击”，如今终于将
其查获，他将面临法律的严惩。此次行
动，还发现另一家牙科诊所涉嫌非法行
医，及涉嫌违规的医疗美容的机构4家、
配镜店5家。

非法行医者正吃饭
执法人员上了门

“看着就不正规。”华阳半边街，开了1
个多月的“康宁门诊”的招牌，被执法人员
现场拆下，一名围观居民见状很是感慨。

康宁门诊长期流窜，非法行医，该落
脚点的隐蔽性很高。外屋左边摆着沙发
和小饭桌，右边是洗手台、一辆小摩托和
少许家庭用品，隔壁有个厨房。执法人员
说：“从外面看，就是一间普通民居。”

证据都藏在里屋。在该落脚点非法
行医的“医生”是个大爷，中午12点刚过
执法人员突然来到时，他正在诊所外屋
吃馍馍，饭桌上摆着一瓶酒，屋里飘着酒
气。此前有过前期摸查，一名执法人员迅
速进入里屋，从屋顶上找出两箱药品和
医疗器械耗材。

此时，大爷迅速将里屋两道门锁
住，拒绝打开门，也不承认是自己开的
店，称老板在重庆，不能赶回来。但执法
人员发现，门诊上留的电话号码，正是
大爷的手机号。随后民警赶到，将两道
门强制打开，执法人员又发现大量药品
和医疗耗材，且医疗废物随意丢弃在

“诊室”一角的箱子内。大爷试图将医疗
废物丢弃在路过的垃圾车上，被执法人
员制止，“这些东西，哪里敢随便丢进生
活垃圾堆里？”

记者看到，被执法人员找到的不少
药品，甚至许多注射药品已经过期，过期
时间长达一年左右。“高度怀疑已经给人
使用过，后果可想而知。”执法人员担忧。
据介绍，该大爷长期和执法人员打游击，
流窜非法行医已经15年。

大爷无任何行医许可证，执法人员
将对其进一步调查，其将面临法律的严
惩。如果达到案件移送标准，会将其移送
到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省市区三级重拳出击
多家机构被查

昨日的执法活动，由成都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组织牵头，省、市、区卫生监督
部门、公安局、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联
合执法，重拳出击，主题是“规范儿童青
少年近视矫正机构和打击非法医疗美
容”，并邀请多家媒体跟踪报道。

行动兵分两路，主要集中在天府新
区。行动中，执法人员还发现名为“陈氏
牙科”的店铺涉嫌非法行医；“丽柏美容”

“靓颜国际”等4家生活美容机构，使用了
一些无中文标识或说明的仪器、广告宣
传中出现了涉嫌疾病名称的医疗术语，
如：乳腺增生、黄褐斑、扁平疣等；“华都
眼镜”“大光明眼镜”等5家配镜店，部分
涉嫌夸大宣传、开展食品相关经营活动
和使用医疗处方等。

执法人员提醒，要警惕儿童青少年

近视能治愈的虚假宣传，治疗近视应到
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矫正；提示广
大需要做“微整形”的求美者，一定要到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美容
机构就医。另外，“黑诊所”频出安全事
故，市民一定要擦亮眼睛，正规医疗机构
医生有资质，会在醒目位置悬挂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开具的相关药品要查看
保质期、厂家等，最后一定要索取相关票
据，可以作为维权凭证。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王拓 摄影记者 陶轲

“2019金犊创意节·天府文化青年创意设计奖”
作品初评会在蓉举行

27件成都主题创意作品将参加总决审

女友无证还喝了酒
男友把车让给她“练手”
交警：两人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长期“打游击”，部分注射药品已过期

他非法行医开诊所，栽了
省市区多部门联合执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19067期开
奖结果：04 08 33 06 30 11+1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155期开奖结果：05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 9 场第 19076 期：
31033330030330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19076 期 ：
31033330030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82期：
3333331300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86期：3031303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12日)

足彩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55期开奖结果：081，

直选：571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9907注，每注
奖金173元。18494370.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55期开奖结果：
08116，一等奖61注，每注奖金10万元。（256100304.0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67期开奖结果：
0885974，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0000元；二等奖
9注，每注奖金31935元；三等奖181注，每注奖金
1800元。（20064079.1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
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12日)

兑彩票

信息员李超（左）
在公交车上采集视频

家属赠送锦旗

“康宁诊所”的药物

“康宁诊所”被查

小李被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