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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姐妹结识是源于轮椅舞蹈，
当时是公益组织四川圆梦公益招募轮椅舞蹈队学员，
我们都报了
名，
恰好三个人都姓刘，
又都是左腿截肢，
特别巧合，
我们觉得特别有缘，
后来就取名励志三姐妹。
”
成都，
三位来自川内不同地方的陌生人，
因为舞蹈聚集在一起，
与常人不同的是，
她们是独腿，
残疾并
没有影响她们对舞蹈的热爱，
三人在轮椅舞蹈队相识相交，
取名“励志三姐妹”，
并把日常发在网上，
她们
的故事得到了众多网友的点赞“坚强的三姐妹”
“你们都是美丽的女孩”……

独腿三姐妹的轮椅舞蹈梦：

因舞蹈结缘
最大的收获是自信

李莎和孩子们在一起

支教途中遇车祸离世

巴中女孩李莎获评
“最美大学生”

三姐妹在训练中

共同加入
轮椅舞蹈队
2016 年刚成立的轮椅舞蹈队，有十
多个小伙伴，刘洪、刘峰、刘莉都是其中
的成员。
针对舞蹈的训练，有大型演出的
时候，大家会在赛前一起集中训练，平
时则在家看视频训练，跟着视频记动
作，到了周末再从四面八方赶到成都
一起排练。对于排练条件而言，并没有
固定的场地，大多选择去社区或者残
联，她们戏称为“打游击”。
三人因为同姓刘、一个单名，随着
时间的推移，情谊逐渐深厚起来，决定
结拜。
“ 我们觉得这就是缘分，都姓刘，
大家性格也很合，然后都是左腿截肢，
结拜为了‘刘家三姐妹’，也是‘励志三
姐妹’。”刘峰告诉记者，三人按照年龄
排了顺序，刘洪年龄最大，是老大，其
次是刘峰和刘莉。
“我自己觉得，
2013年到2016年之间
真的是我很灰暗，
很颓废的日子，
但是从
认识他们到现在，
我变得比以前更自信，
更乐观，
更强大。
之前我觉得自己是属于
过一天算一天的，
未来很渺茫，
但是我现
在看到了希望。
”
刘洪对记者说道。

用舞蹈传递乐观

2013 年 7 月，来自南充阆中的
刘洪因为骨癌左腿高位截肢。心理
的落差、
别人异样的眼光，
让她躲在
家里整整一年不敢出门。2012 年，
成都的刘峰因为车祸失去左腿，不
得不戴上假肢、
依靠轮椅生活。
与刘
峰一样，家住郫都区的刘莉也是因
为车祸失去了左腿，车祸后一直在
厂里做质检工作，2015 年，刘峰和
刘莉两人在假肢厂相遇而认识。
2016年，
四川圆梦助残公益服务
中心招募轮椅舞蹈队学员，
机缘巧合
下，
三人都加入了轮椅舞蹈队。
毫无关
系的三个陌生人，
因为失去了左腿，
对
自己原本的生活失去信心，
却又因为
失去的左腿有了不一样的缘分。
“当时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想给自己孩子树个榜样，后面把刘
莉也介绍进去，刘洪是自己在网上
看到联系的。”刘峰告诉记者，虽然
没有舞蹈基础，但是坐在轮椅上的
舞蹈难度较小，不是复杂的动作，
更需要大家整齐的配合，三个人慢
慢的上手，逐渐有了深厚的感情。

因舞蹈更自信

因舞蹈而结缘

三人因车祸、
骨癌失去左腿

拍视频
鼓励其他小伙伴

“来，我们再来一遍。”2021 年 1 月 9 日，成都市金牛区，刘
峰居住小区内，三人坐在轮椅上又开始排练。随着音乐的响
起，手起、侧身、换动作……三个人整齐一致随着节奏表演着，
旁边放着自拍杆录制，虽然没有那么专业，但笑容从她们脸上
绽放。
那一刻，
没有人会觉得独腿是障碍。
去年，舞蹈队的演出减少，三人开始有多的时间做自己的
小训练，
刘峰说：
“舞蹈队有需要我们就去，
现在主要是一起拍视
频，
拍一些简单的三个人一起舞蹈、
游玩的视频、
日常生活。
”
拍视频的想法，
三个人也是一拍即合，
三人都有自己的账号，
账号命名是励志三姐妹再加上自己的名字，
刘洪想多涨些粉丝为
自己的家乡卖农产品，
她想残疾人也能赚钱为家乡代言，
刘莉想把
这种乐观的精神传递给所有的残疾人，
希望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
在没加入轮椅舞蹈队、没有认识到别的小伙伴前，刘莉和
刘洪一度以为失去了一条腿的生活只会变得更糟，以前不穿
假肢不敢出门的她们，现在敢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
“ 还有比
我们更严重的残疾人，但是他们很阳光，很乐观，很自信。他们
（的精神）感染了我们，
我们在舞蹈队最大的收获就是自信。”
刘峰直言：
“不少人对我们都有刻板印象，
认为轮椅怎么能
够跑马拉松，
怎么能跳舞？
但其实坐轮椅（的人）能干的事儿有很
多，
我们只是腿不方便，
行动上不方便，
但我们跟健全人是一样
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拍视频就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
们，
让人们知道轮椅（上的人）可以做更多的事儿，
其他残疾伙伴
也会潜移默化地把我们当做标杆，
给她们以信心。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成梦 实习生 熊沁莹 摄影报道

网购
“丢件”新骗局：
1 元买耳机 被骗 4000 元

警方提醒：
遇到网购订单异常或客服退款电话时，
一定不要听信

包裹显示正在派送，却突然接到备注为
“物流快递”的号码来电：
“不好意思，你的包裹
在配送途中压坏了，要不然双倍赔偿你？”随着
一系列输入验证码的操纵，买家钟女士银行卡
中数千元被转走。随后，她去派出所报了案。那
么，自己的购物信息到底是怎么被泄露的？

包裹显示正在派送
却被“客服人员”告知压坏了要赔偿

多次输入验证码
账户中 4000 元被转走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陈亦乐 吴卫 校对 田仲蓉

当事人快递单号不存在异常查询
对此，记者就钟女士的快递单号，询问了承接该商品运送
的圆通快递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经查询，钟女士的快
递单号从系统中看不存在异常查询。同时，购物涉及多个环
节，
具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亦难查证。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类似骗局他们此前也知道，即不法分
子冒充圆通等多家快递公司人员，以主动理赔为幌子，将虚假
链接发送给客户，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向客户索取银行卡信息
实施诈骗，导致客户财产损失。他们也一直在通过各个渠道发
布提示提醒客户，圆通快递未许可或委托任何单位及个人从
事主动理赔相关事宜。若快件出现问题，请客户及时联系圆通
官方客服或当地分公司确认处理，
请勿轻易相信私自赔付。

警方提醒
■陌生来电自称是
“淘宝客服”
“快递客服”
，
提出网购商品
有质量问题或快递出现意外等要提供退款的，
一定要提高警惕。
■添加陌生人为 QQ 好友、微信好友时一定要谨慎，慎用
“QQ 分享屏幕”
功能，
避免个人隐私、
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泄
露，
导致账户资金被盗用。
■遇到网购订单异常或客服退款电话时，
一定不要听信。
从哪
儿购物就用哪个软件联系客服，
不要点对方发来的链接，
不要扫码。
■即便真遇上退赔，也是原路返回，微信、QQ 等社交软件
并不能适用官方理赔举证。
若有疑问，
及时拨打 110 报警咨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这个
“醉驾哥”
破了
成都已查获醉驾最高纪录
头一天晚上喝了 3 瓶 2 两
装的高度“二锅头”
白酒还不过
瘾，第二天早上又喝了同样的
2 瓶白酒，随后驾驶机动车上
路，却在等候红绿灯时酒劲发
作陷入昏睡，后来发生的事情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经查，该驾驶员血液中酒
精 浓 度 竟 然 高 达 504.6mg/
100ml，远 超 醉 酒 驾 驶 标 准
80mg/100ml，在目前成都已经
查获的醉驾纪录中是最高的。
2021 年 1 月 11 日，驾驶员
周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2020 年 11 月 16 日 上 午 8
时 03 分许，正是早高峰时段，
路上车辆川流不息。
这时，
一辆
牌照号为川 A1HG**的白色小
轿车行驶至成都市郫都区蜀新
大道港通北三路红绿灯路口处
停下等候红绿灯。
绿灯亮起后，
任凭后车不断鸣笛催促，该车
却纹丝不动。
几分钟后，
一名路
过司机见情况不对，走到白色
小轿车前查看，发现该车驾驶
员耷拉着脑袋似乎睡着了，但
拍窗呼喊却没有任何反应，于
是立即拨打了 110 报警和 120
急救电话。120 救护车和辖区
红光派出所警车先后到达现
场。
民警打开驾驶室车门，
一股
浓烈的酒味喷涌而出。
成都交警十三分局犀浦中
队 民 警 迅 速 赶 到 现 场 ，协 助

120 医务人员将经急救后情况
有所好转的驾驶员送到医院。
见驾驶员满身酒气浓烈。民警
对其进行呼气酒精测试，测试
结果让见多了酒驾违法的民警
感到吃惊，居然达到了 347mg/
100ml！随即，民警依法对该驾
驶员进行了血液提取检测。检
测结果出来后，这下连医生都
觉得不可思议了：该驾驶员血
液中酒精浓度竟然高达
504.6mg/100ml，远 超 人 体 极
限。
交警十三分局依法对驾驶
员周某采取了强制措施。经询
问，周某供述：其长期天天饮
酒，2020 年 11 月 15 日晚上，其
喝了 3 瓶 2 两装的高度“二锅
头”白酒。次日早上 7 点左右，
又喝了同样的 2 瓶白酒，随后
驾驶机动车上路。2021 年 1 月
11 日，周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成都交警十三分局民警介
绍：
周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在
目前成都已经查获的醉驾纪录
中是最高的。根据《道法》相关
规定，
周某的醉驾行为，
将被处
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 5 年
内不得重新申领”的处罚。同
时，周某曾于 2016 年因酒驾违
法被处罚，
属于二次酒驾违法，
其或将面临最高 6 个月拘役的
刑事处罚。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张肇婷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013期开奖结果：
887，
直选：
6642注，
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
22464注，
每注奖金346元。
（31406672.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排 列 5 第 21013 期 开 奖 结 果 ：
88726，一等奖43注，每注奖金10万元。
（425353344.6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006期全国销售273199546元。
开
奖号码：
04 22 25 28 35 04+05，
一等奖1注，
单注奖金
10000000元。
二等奖67注，
单注奖金176510元，
追加33注，
单注奖金141208元。三等奖112注，单注奖金10000元。
830578066.14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3月15日)

福彩

在“客服人员”全程“指挥”下，钟女士输入
银行卡号等信息，
但对方仍表示验证码失效。
在“客服”多次向钟女士索要短信验证码
后，该“客服”表示“实在不行你用支付宝，我用
支付宝把钱转给你”。就在她准备给“客服人
员”支付宝账号时，她邮政银行的扣款短信来
了，显示她当下向账户为肖某敏，尾号为 8988
的账户转账 4000 元。
立马清醒过来的钟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
了，马上挂断“客服人员”的电话，而正巧在此
时，快递人员上门为她派送装有耳机的包裹，
并表示钟女士的包裹并未损坏。随即，钟女士
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第二天，当钟女士再次拨
打备注为“物流快递”
的号码时，
已无法联系。

快递公司

因为头部受伤，
送医抢救无效，
于当天 16 时 45 分不幸离世，生
命定格在 21 岁。
记者了解到，李莎老家在
巴中市平昌县大山上的邱家
镇。她 16 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华
南理工大学。
在师友眼中，
她热
爱生活，
喜欢电影和美食。
除了
支教，她曾计划 24 岁结婚，32
岁孝敬父母一起旅游，终老之
后捐器官……
参加西部志愿者计划，是
李 莎 的 人 生 目 标 。李 明 凯 表
示，起初家里人并不清楚李莎
的人生规划，是在事情发生之
后，在整理李莎遗物时才发现
她的人生规划。
“ 在每一个阶
段做什么事情，她一个人在默
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目
标。”李明凯表示，自己正在努
力从阴影中走出，要践行李莎
未完成的事业，帮助曾经帮助
她的人，
回报社会。
1 月 12 日，记者从华南理
工大学获悉，在 2020 年 7 月 9
日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典礼上，
为纪念支教事业中献出宝贵生
命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华南理
工大学研究生李莎，学校决定
将研究生支教团命名为华南理
工大学“李莎支教团”，引导更
多毕业生奉献西部、扎根基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晚上 3 瓶早上 2 瓶二锅头

体彩

10 多天前，钟女士作为某电商平台的新用
户，原本 40 多元的耳机她仅花了 1 元便买下
了。两三天后，系统显示耳机正在派送中，然而
到了店铺她并没有收到自己的包裹，而是等来
了备注为“物流快递”的号码来电。
电话中，
一名自称是
“快递客服人员”
的人，
先是询问钟女士是否网购了物品，同时还正确
说出了钟女士购买商品的物流单号。钟女士从
购物页面确认物流单号正确无误后，
该
“客服人
员”
便开始向钟女士致歉：
“不好意思，
包裹在配
送中给你压坏了……要不然双倍赔偿你？
”
钟女士表示，她当时就告知“客服人员”：
“钱不多，无所谓。”但随后该“客服人员”又多
次来电致歉，并告知要以耳机原价 40 多元的价
格进行双倍赔偿，让钟女士添加其 QQ 账号进
群了解索赔流程。
钟女士跟随“客服人员”引导进群后，她点
开名为“快递 100 理赔中心”的页面。在理赔中
心，需要钟女士输入自己的银行卡号、身份证

号、姓名、登录密码、银行预留手机号、短信验
证码等信息。在输入登录密码下方，有绿色字
样写明：
“6 位数字为退款密码。”同时在主页面
中还用明显的字标明：
“系统将发送 1-99999 的
随机验证码，
输入与扣款无关，
请放心输入。”
记者查询到，确实有一个“快递 100”快递
平台，但据该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快递 100”是
做快递软件的平台，根本没有理赔中心，也不
会联系客户进行快件理赔，他们也曾接到此类
投诉。根据钟女士的描述，该工作人员表示，其
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
建议尽快报警。

近日，全国有 10 名大学生
被中宣部、教育部评为 2020 年
“最美大学生”，其中包括在广
西支教不幸离世的华南理工大
学学生李莎。1 月 11 日晚，身在
四川巴中的李莎家人看到了这
个消息。
李莎在 2020 年 5 月 9 日奔
赴支教的广西龙胜小学途中，
遭遇车祸头部受伤，送医后抢
救无效身亡，
生命定格在 21 岁。
“娃儿（李莎）不走（离世），
她也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我
又一次流泪了。”1 月 12 日，李
莎父亲李明凯对记者说，她能
获评“最美大学生”
“ 优秀共青
团员”
“三八红旗手”
等，
这是党
和人民以及社会对她的肯定，
作为她的父亲，
为她感到骄傲。
记者了解到，华南理工大
学 为 纪 念 李 莎 ，已 将 学 校 研
究 生 支 教 团 改 名 为“ 李 莎 支
教团”
。
李莎是在广西桂林支教
时，不幸遭遇车祸离世的。2019
年 7 月，华南理工大学学生李
莎积极响应号召，
参加“西部志
愿者计划”到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作为
华南理工大学第七届研究生支
教团成员在龙胜小学支教。
2020 年 5 月 9 日，李莎在奔赴
龙胜小学途中遭遇车祸。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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