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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因一封“抗癌信”感动网友的少年
考上大学啦！

8年来他一边抗癌一边学习，昨日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1万元

7月31日上午，成都某军用机
场旌旗猎猎，空军 2022 年度新飞
行学员入校报到欢送仪式在这里
举行，来自西部10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 200 余名新飞行学员，乘
空军“运－20”前往空军航空大学
报到。这是空军第一次出动“运－
20”集中接送全国新飞行学员，成
都是首发站。

人群中，有一位戴着金边眼
镜、穿着白衬衫的“90后”，他是四
川省绵阳中学空军青少年航空实
验班的班主任王平安。

说到飞行员，大家第一时间
都会想到视力。繁重的学业压力，
未来的飞行员是如何保护视力的
呢？他们的高中生活又是什么样
子的呢？王平安笑着说，保护视力
从不拖堂开始。

护眼秘诀：
课间强制“清场”
上课尽量板书少用PPT

一般来说，课间休息，有的同
学可能会出去走走，有的则会留
在座位上聊聊天或趴着休息一会
儿。然而绵阳中学航空实验班，课
间必须“清场”，每次下课，老师都
会把学生“赶出”教室去远眺，以
保护视力。为了“清场”，不光对学

生有要求，对老师也有要求。“那
就是不准拖堂。”王平安笑着说。

王平安是今年高一航空实验
班的班主任，这也是他带的第三
届学生。与一般的班最大的不同，
航空实验班没有一个戴眼镜的。
虽然航空班的学生视力本来就
好，但后天保护也功不可没。航空
实验班在上、下午以及晚自习都
要做眼保健操，校长时常会来巡
查。同时要求老师上课尽量用板
书，少用 PPT 等电子设备。另外，
学校在他们教室里安装了特殊的
照明灯。不仅如此，上晚自习的时
候，王平安还会走下讲台，挨个纠
正学生的坐姿，保证眼睛和书本
的距离处于科学范围内。

王平安回忆说，他带的第一
届学生里有一个学生参加招飞体
检后，出来就抱着他哭，因为那个
学生视力非常好，达到了2.0，但因
为眼底的一些问题，体检未能通
过。这件事让王平安久久不能忘
怀——保护好眼睛不光是视力
好，而是全方位的好。学校为了让
大家更好地保护眼睛，每学期都
会请眼科专家到学校进行眼科知
识讲座，学生听得认真，老师们笔
记也做得认真。

“之前有个学生视力降到了
0.8左右，但他没有近视屈光度，是

假性近视，只要干预得当是完全
可以恢复的。”王平安就每天定时
陪着他放松，远眺、打羽毛球等，
后来那个学生视力逐渐好转，并
顺利通过定选进入航大。

高中生活：
准军事化管理 走路都有要求
“两人成排，三人成列”

学习方面，航空实验班的学生
从高中开始就接受准军事化管理，
学习、生活皆以军人的标准要求。

空军航空大学会定期安排教
授来校给他们讲授航空特色课，
培养学生们的基本军事素养。每
周日上午，空军驻校干部会组织
学生进行军姿、齐步走、正步走等
基本的军事训练。十六七岁的年
纪，谈话间自然而然保持的军姿、
手指紧贴裤缝等细节，让人看到
了他们超越年龄的成熟。

“在学校里走路都不一样。”
王平安告诉记者，绵阳中学有一
个说法，航空实验班的学生是学
校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从宿舍
到教室，从教室到食堂，是有队列
要求的，“两人成排，三人成列”，
不能随便走。

2015 年，国家决定从高中阶
段开始培养军事飞行人才，也是

在那一年，绵阳中学开始了第一
届航空实验班。多年过去了，王平
安印象最深的是同事的一句话，

“爱国对航空实验班的老师来说，
就是带好每一个学生”。身体力行
是最好的教育。航空实验班的学
生每天6：30起床，6：45晨跑，班主
任焦老师每天早上6：40就到操场
上等着和学生一起锻炼，三年来
从未缺席；班主任李老师坚持每
天陪同学生一起做“大课间”，三
年如一日。一个周末，学校组织航
空实验班学生进行30公里的徒步
拉练，所有执教老师都自发前来，

没有一位老师和学生“掉链子”。
今年绵阳中学2019级航空实

验班有 46 名学生被录取为飞行
员，其中两人以高分入选清华北
大北航双学籍选拔。“今年的成绩
是我们学校历年来最好的，录取
人数排名全国第二。”王平安说，
虽然每年都有部分学生无法进入
航大，但其中大部分都会报考其
他军事院校。

“学生实现飞行员梦的时候，
我感觉就像自己被选中了一样。”
王平安说。 白楚川 吉思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这个团伙极为猖獗，居然在网
上售卖盗掘文物。”今年3月底，四川
遂宁市公安局船山区分局接到群众
举报，称有人在网上售卖盗掘文物。

办案民警文琪告诉记者，接到报
案后，遂宁市公安局船山区分局刑侦
大队对近两年来的盗墓案件进行梳
理，很快掌握了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基
本信息。随后，民警在一茶馆中将刘
某抓获，进一步审讯中，一个互有交
集的7人盗墓团伙随之浮出水面。

办案民警文琪介绍，该团伙成员
大部分无固定职业，在茶楼喝茶打牌

“聊到了一起”。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
一次提到自己曾有盗掘古墓的经验，
并且也知道哪里有古墓群。几番商讨
后，刘某就开始组织人员实地探察，
并予以实施。2022年春节前后两个月
内，该团伙先后盗掘了15座古墓。

案件侦办中，警方先期抓获刘
某、王某甲、王某乙三人，通过三人供
述，又抓获了另外 4 名犯罪嫌疑人。
文琪介绍，涉案7人均对盗掘古墓的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案主要犯罪嫌
疑人已移送船山区人民检察院进行
审查起诉。

经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四川站的
专家实地勘察，确定该团伙盗掘的15
座古墓中，有 14 座为宋代墓葬，1 座
为明代墓葬。办案民警介绍，这些墓
葬规模不大，部分墓葬已经不是第一
次被盗。

警方在团伙成员家中共搜出40
多件疑似文物的物品和 1 尊文物佛
像。专家鉴定，涉案文物中，有 10 多
件三级文物，20件一般文物。据警方
查证，盗掘文物之后，该团伙通过网
络渠道卖掉了两件文物。据刘某供
述，他还参加过当地一些展销会，把
文物带到展销会上寻找买主，但未能

“脱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8月2日晚，嘉陵江四川阆中段，
一名钓友在嘉陵江用蚯蚓垂钓时，竟
然钓上来一条重约4公斤的娃娃鱼。
据一名现场钓友介绍，这位钓友在将
娃娃鱼吃进嘴里的鱼钩取下后，当即
将娃娃鱼放生。

当晚 9 时许，一共有 4 名钓友在
马哮溪嘉陵江大桥下垂钓，其中一名
王姓钓友用6.3米的手竿钓上来一条
娃娃鱼。据钓友李先生介绍，这条娃
娃鱼是王姓钓友用蚯蚓钓上来的，娃
娃鱼咬钩后，钓友费了很大劲才将它
拉倒岸边，再用抄网提到岸上。大家
一看是娃娃鱼，都非常震惊。

“嘉陵江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大
的娃娃鱼了。”李先生说，王姓钓友最
后用毛巾缚住娃娃鱼的身体取出其
吃进嘴里的鱼钩。这条娃娃鱼通体呈
深褐色，目测长约80厘米，重约4公
斤，这是近年来嘉陵江阆中段发现的
较大个体娃娃鱼，因为娃娃鱼是保护
动物，钓友在将鱼钩取出后，随即将
娃娃鱼放归嘉陵江中。

记者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定，每
年3 月1 日至6 月30 日，南充市天然
水域禁止娱乐性游钓，其他时段的娱
乐性游钓限许一人一杆一钩，在水生
生物保护区之外进行。严格禁止天然
水域钓获物买卖交易，有交易行为的
视同非法捕捞。
王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中 国 福 利 彩 票 七 乐 彩 第
2022088期全国开奖结果：01 03
04 14 24 28 30，特别号码：06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22205期开奖结果：
936。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05
期开奖结果：468，直选：9762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43345注，每
注奖金173元。（42571639.55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05
期开奖结果：46899，一等奖41注，
每注奖金10万元。（374824036.06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2088期全国
销售265773772元。开奖号码：01
08 10 20 35 06+11，一等奖6
注，单注奖金8871797元，追加5
注，单注奖金7097437元。二等奖56
注，单注奖金236609元，追加20注，
单注奖金189287元。三等奖182注，
单注奖金10000元。812522097.17元
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
10月8日)

体彩

兑彩票
未来飞行员的火眼金睛是怎样练成的？

高中班主任揭秘：保护视力，从不拖堂开始

■“我叫杨汶宪，今年16岁，还有10多天满17岁，2014年2月28日
我认识了你……我会做好被你吞噬的准备，但是你也必须做好被我战胜
的准备，就算有亿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为什么不做那亿万分之一呢？！我会
努力，争取早日打败你…… ”

■ 五年前，四川中江少年杨汶宪写下《致我体内的癌细胞的一封
信》。在信中，身患恶性骨肉瘤（骨癌）的他，勇敢向病魔“宣战”。这封在病床
上写下的抗癌信，感动了无数网友。

■ 如今，五年过去，少年的愿望实现了吗？8月1日，记者采访了解到，
杨汶宪不仅战胜了病魔，还顺利地参加了今年的高考，并以573分的成绩
被南华大学核工程类专业录取。

8 月 2 日 ，红 星
新闻报道了杨汶宪

的故事之后，不仅打动了众多网
友，也引起南华大学关注。8 月 3
日，记者获悉，南华大学了解到
杨汶宪的情况后，决定给他母亲
安排校内工作岗位便于她陪读，
合理安排母子俩的住宿，并成立

专门帮扶小组，提供个性化成长
成才服务。此外，学校将根据其
条件，协助他申请各类奖学金、
助学奖。

与此同时，杨汶宪也获得了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奖励！

“坚强懂事，向阳而生，勤奋和自
律是他的代名词，他身上，有新

时代少年最好的样子！祝福追
梦少年，向着未来更有力地翱
翔。”8月3日，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联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为
杨汶宪颁发正能量励志学子追
梦奖学金一万元。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部分图片
由受访者提供

南华大学为其母安排工作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他1万元励志
感人

据母亲王荣华介
绍，杨汶宪患病这些

年，辗转各大医院治疗，已花费近
300 万元，其中包括社会各界的
捐款50余万元，“有100多万是我
之前做生意挣的，还有 100 多万
是找亲朋好友借的”。

2019年7月，杨汶宪到北京复
查，主治医生告诉他已基本痊愈。

这让杨汶宪信心倍增。仅靠
一条腿，他蹒跚着走路上学，最终
在社会各界的接力帮助下，完成
了自己的学业。

2021 年高考，他获得 543 分

的成绩。“超过当年一本线 20 多
分，被济南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录
取。娃娃不甘心，决定复读”。

然而，复读之路并不顺利。最
后经亲友介绍，都江堰领川实验
学校接纳了杨汶宪。

“我们被这个孩子的事迹感
动了。”都江堰领川实验学校副校
长胥伟介绍，“这是一对励志的母
子，而且经济比较困难。经校长办
公会讨论，决定对他学费、杂费、
生活费等全免。”

开学后不久，由于道路湿滑，
杨汶宪拄拐杖上课几次摔倒。为

方便杨汶宪学习、生活，学校将其
寝室从 3 楼调到一楼，还安排王
荣华到收发室上班，“学校专门安
排了一个单间，让母亲陪伴和照
顾他”。

该校副校长胥伟是杨汶宪的
物理老师。胥伟说，杨汶宪学习特
别努力，“身残志坚在他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

最终，凭借不懈努力，杨汶宪
今年以573分的成绩被南华大学
核工程类专业录取。

如今，杨汶宪正在学习物理，
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准备。

右腿截肢拄着拐杖上学 以573分考上南华大学核工程类专业向阳
而生

患上骨肉瘤后，在
与病魔抗争的同时，

杨汶宪也从没放松学习。
“因为疾病，儿子两次休学，

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成绩，在患病
住院期间，他一直坚持学习。”王
荣华此前向记者提供的一张照
片显示，杨汶宪坐在窗边，借着
晨曦看《物理》课本……床头柜
上除了药品、病历以外，还摆了
一摞课本。

在北京治疗期间，杨汶宪也
一边治疗，一边学习高二课程。

“病魔让人绝望，学习让我暂时忘

记了伤痛。”杨汶宪说。
当时，医生和护士都劝他不

要太累，但他说将来还要考大学。
实际上，坚强的杨汶宪也有

脆弱的一面，担心自己“输”给了
病魔后没人陪伴母亲，他还悄悄
写了一封遗书藏在皮夹子里。

2018 年，因病情有恶化趋
势，为防止癌细胞扩散，当年 3
月，杨汶宪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
了右腿高位截肢手术。

经过几个疗程的化疗后，他和
母亲回到四川老家。2018年9月1
日，他进入中江中学继续读书。

一边抗癌一边学习 病床上写下“致癌细胞的一封信”感动众人病房
求学

“虽然没能给他
完整的家庭，但他一

直乐观自信。”2017 年 9 月，杨汶
宪的母亲王荣华曾向记者介绍
说，在儿子5岁时，因夫妻感情不
和，她和前夫离婚，从此母子相依
为命，王荣华靠做卫浴洁具生意
抚养儿子。

2011 年，王荣华被查出患
子宫内膜癌，手术后出现了并
发症，引起双肾高度积水，花光
了 多 年 积 蓄 。祸 不 单 行 ，2014
年，杨汶宪被诊断出患有恶性
骨肉瘤。当年 2 月 28 日，正在读
初 二 的 杨 汶 宪 在 学 校 不 慎 摔
倒，送医后查出右腿股骨远端

病理性骨折，还有骨肉瘤。
“妈妈听到这个结果，当时就

晕倒了。她在医生世家长大，明白
这个病有多可怕。”杨汶宪向记者
回忆，担心他受不了打击，起初母
亲还对他有所隐瞒。“不就是骨癌
吗？有什么可怕的！”得知实情后，
杨汶宪反过来安慰母亲，“其实当
时我心里很害怕，我怕的是万一
我哪天死了，谁来照顾妈妈？”

之后，杨汶宪不得不休学接
受治疗。经过两年的治疗，病情得
到一定控制，母亲花了几十万元
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然而，2017年5月，由于患处
不堪重负，正在读高一的杨汶宪

又摔了一跤。当年6月15日，他在
母亲的陪伴下赴北京看病。

在北京治疗期间，杨汶宪提
出想到北大、清华去看看，于是母
子俩骑单车去了清华、北大、首都
医科大学……当时，杨汶宪就在
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希望将来可
以实现当医生的梦想。

“医生让我们准备50万元做
手术，这是天文数字。但我不想
死，妈妈不能没有我。”杨汶宪说。

为了救儿子，王荣华无奈向
亲友借钱，并通过网络平台求助。
中江县及德阳市多个部门得知母
子俩的遭遇后，也积极帮忙筹集
费用，最终帮母子俩挺过了难关。

14岁少年患上恶性骨肉瘤 妈妈带他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病魔
来袭

2个月盗掘15座古墓
还在展销会上寻买主
一盗墓团伙被警方挡获

嘉陵江里
钓起4公斤重娃娃鱼

钓友当场放了

治疗期间，杨汶宪坚持学习

临考前的杨汶宪

航空实验班没有一个同学戴眼镜 图据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