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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女孩地震中截肢
用微笑感动网友，被誉为“重伤天使”

朱爸爸说，“5·12”地震发生时，还
差几个月才6岁的女儿正在学前班上美
术课，受损的房屋砸伤了朱宇，她当场
昏迷。家人找到朱宇时，她已被好心人
送到20多公里外的汉源县中医院。

当时，朱宇左腿被砸断导致过度失
血休克，瞳孔散大，生命危在旦夕。冒着
余震的危险，医生在晃动的无影灯下对
朱宇进行全力抢救，当天晚上，经开颅
手术，并截去左腿后，她被医生从死亡

线上拉了回来。
5岁多的朱宇从此失去了左腿，但

她依旧用甜甜的微笑感动着周围的人
和众多网友，被大家称作“重伤天使”。

2010年10月，朱宇被送到都江堰友
爱学校上学，学校设有残疾人通道、残
疾学生康复室等。那是朱宇第一次离开
父母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星期一到星
期五，朱宇和同学们一起上文化课；周
末，朱宇会进行康复治疗以及一些娱乐
活动。

“当时她在那里寄宿，我们四处打
工，但每个月都会去看望她几次。”朱宇

的爸爸说，后来，朱宇得到很多好心人
的帮助，还有来自湖北的好心人为她送
上慰问金，帮助她解决今后的康复和教
育问题。

十余年汗水相伴
实现学医梦，只为帮助更多人

2015年，回汉源后，朱宇先后在汉
源县第四中学、汉源县第二中学就读。
高中三年，因为租的房屋离学校较近，
朱宇的父母无论刮风下雨，坚持每天往
返接送。

相比学习，康复则是一个饱含泪

水、汗水和血水的恢复重建过程。朱宇
记得，在都江堰读书时，有个冬天，截肢
处生冻疮化了脓，当时还很小的她，用
热水去浸泡，导致伤情越来越严重，后
来治疗了半个多月才恢复。

好在，那些泪水相伴的日子终于过
去了。如今，朱宇能尽情地在运动场上
挥动球拍，运动自如，这与她十多年来
坚持康复训练密不可分。

2021年高考，朱宇本科上了线，但
因为没被心仪的学校录取，她毅然选择
了复读。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2022年，朱
宇终以571分的成绩被她心仪的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录取。

7月23日，朱宇在微信朋友圈里发
布录取通知书，配文：“我等你等了好久
了，始是你，终也是你。”

“我爷爷是医生，希望我能延续爷
爷的精神，弘扬中医文化。”朱宇说，自
己受伤后，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加上
哥哥也是医生，学医这个梦想就更加坚
定了，“我希望我也能尽我的力量帮助
更多的人”。
郑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在四川绵竹市九龙
镇棚花村5组半山腰上，
有6亩梨子迎来丰收，但
主人欧思琼却怎么也高
兴不起来。原来欧思琼
的 丈 夫 刘 义 明 身 患 癌
症，瘫痪在床，他们无法
外出销售。

8月12日开始，绵竹
市融媒体中心以短视频
的形式帮助欧思琼卖梨，
两天就帮她卖光了梨子。
8月19日，欧思琼表示，非
常感谢伸出援手的爱心
人士，将用卖梨的钱继续
为丈夫治病，“只想他能
多陪我几年”。

2020年7月，绵竹市
九龙镇棚花村的刘义明
因 腹 痛 腹 泻 住 进 了 医
院，之后被确诊为直肠
癌。在亲朋好友的支持
下，刘义明进行了手术，
手术费加后期治疗费用
超10万元。

生病前，刘义明在工
地上干活，欧思琼在绵竹
一家医院做零工，儿子在
外打工。平时，夫妻二人
还兼顾着家中11亩梨园。
但一场疾病让这个并不
富裕的家庭举步维艰。

今年3月，刘义明癌
细胞扩散，出现骨转移，
渐渐地丧失了行动能力，
瘫痪在床。为了照顾丈
夫，欧思琼不得不辞掉工
作，每日为丈夫喂饭、翻

身、洗澡，还要抽时间管
理梨园。

因照顾丈夫，欧思琼
没有时间销售梨子，造成
6亩地的梨成熟后滞销。
为此，欧思琼向绵竹市有
关部门进行了求助。

“最近天气热，有些
果子因为滞销已经坏了，
现在就盼着快点卖了梨
子给丈夫治病救命。”说
起自家的遭遇，欧思琼红
了眼眶。

8月12日早上，欧思
琼在亲友的帮助下，将果
园里的梨摘下。背回家后
又忙着和亲友分类打包，
汗水浸湿了额头和衣服
也顾不上擦拭。

经过村上和当地媒体
的宣传，不少好心人得知
了欧思琼家的情况，纷纷
到她家买梨，他们表示：

“我们买梨是为了他们夫
妻不分离！”两天时间，欧
思琼的梨就卖光了。“没想
到好心人这么多，很感动，
也很感谢。家里4000多斤
梨卖了上万元，加上部分
好心人的捐款，丈夫的药
钱暂时不愁了。”

欧思琼说，她现在最
大的愿望，就是家里有个
能和她说话的人，“我也
没敢想他能完全恢复，只
想他能多陪我几年”。
周韵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王明平

此外，小区的1栋至4栋在交房前
已封闭阳台，这说明无论是开发商交
房前封阳台，还是交房后业主自己封
阳台，在小区内是有先例的，并不是
绝对禁止的，在现实生活中，目前成
都市内绝大多数高层建筑，从安全
性、居住舒适度及私密保护等方面考
虑，也并不是严格禁止业主封闭阳
台，而是对全小区封闭阳台的样式风
格及颜色等做统一要求。

高先生在全小区尚未达成共识
的情况下，依照先前已统一封闭阳台
的楼栋样式风格及颜色封闭自家阳
台，既未危及建筑物的安全，又未损
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也未实施妨

碍物业服务与管理的行为，因此，二
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要求高先生拆
除自家封闭阳台并恢复原状的判决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最终
二审法院判决高先生的上诉请求成
立，在撤销一审判决的同时，也驳回
了绿城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据了解，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8月19日，在拿到二审判决书后，

高先生非常高兴。不过小区部分业
主很是不满，认为依据《小区临时管
理规约》，封阳台业主及开发商违约
了，他们将保留起诉封阳台业主及
开发商的权利，“要求赔偿小区掉价
的损失。”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21期开奖结果：
246，直选：15526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
50050注，每注奖金173元。（41530653.99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21期开奖结果：
24684，一 等 奖 70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69787236.8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95期开奖结果：
357016+14，一等奖：0注；二等奖：6注，每注奖金
1292357元；三等奖：24注，每注奖金3000元。
（301099998.2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2221期开奖结
果：733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2095期全国开
奖结果：03 06 11 14 21 25 27，特别号码：15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福彩

足彩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22091 期 ：
313130313330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四川）第22091期：
313130313330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18日)

终审：业主胜诉
小区业主封自家阳台被物业告上法庭

封自家阳台成被告，一审败诉。今年2月，成都绿城·诚园一期小
区物业发出的一纸告示，在网络引发热议。物业在针对小区一封阳台
业主的诉讼中获胜，当事业主被一审法院判决限期拆除。因封阳台而
被物业起诉的案件在全国较为罕见，争议背后，封阳台到底是不是个
人的事？

8月19日，记者从被告业主高先生处获悉，8月12日，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宣判：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据了
解，该判决为终审判决，这也意味着，该小区业主可以封自家阳台了。

绿城小区并非个案，记者了解到，
北京法院就曾驳回北京市大成物业管
理公司要求判决12名业主拆除已封闭
的阳台、恢复原状的要求。法院认为，
鉴于12名被告封闭阳台使用的材料及
样式统一，并未影响小区内的整体美
观、市容环境及其他公共利益，故对物
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但也并非所有业主封阳台的诉求
都能得到法院支持。成都仁恒滨河湾
小区就有过类似判例。

在此前物业与业主签订的《临时
管理规约》中，他们曾约定业主不得擅
自封阳台，封阳台需经全体业主表决。
该案从2015年起，历时5年，经历3次判
决，最终四川高院认定业主败诉。

四川高院终审认为，《规约》中
“不得擅自封闭阳台”的条款对业主
具有拘束力。“限制业主封闭阳台是
要求业主在法律范围内合法行使权
利……并非对业主物权的限制，且
（限制业主封闭阳台）有利于维护小
区环境美观以及小区全体业主的整
体利益。”

2019年，杭州业主王先生也输掉
了官司。起因是他在装修房子时不理
睬物业劝阻，封了自家阳台，物业从
顶楼吊绳子，强行拆除阳台，之后王
先生将物业告上法庭。杭州中院判决
驳回了王先生的诉请。因为王先生在
买房时，签下的“管理约定”中就规定

“不得封阳台”，“该承诺及与物业公
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均是
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
此合法有效”。

在法律层面，对于业主与物业签
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业主公约》
等，部分法律人士认为，这些合同不具
有法律效力，因为它们属于非经双方
协商的不平等、不合理的无效合同。但
从实际判例来看，法院对于经业主签
字认可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合同也
认定为合法有效。法律人士建议，若业
主对《临时业主公约》等有疑问，可在
成立业主大会后由业主大会提出修改
或重新制定新的公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绿城·诚园一期小区位于双流区
怡心湖板块，于2020年年底陆续交付。
交房之后，陆续有十余户业主将自家
阳台封上。据了解，小区1至4栋房屋因
为临街，开发商在交房时就已统一封
了阳台，其他楼栋则为开放式阳台。

2021年11月，小区物业将小区首
位自行封阳台的业主高先生告上法
庭，要求他立即拆除已封闭的阳台并
恢复原状。物业认为，根据业主购房时
签订的《诚园小区临时管理规约》，业
主在物业使用中，原则上不得封闭阳
台。如需封闭阳台，需经全体业主表
决，面积和户数均需达到“两个2/3”
（专有部分占相关建筑总面积2/3，业
主占总人数2/3）以上业主的同意，并

按统一方案实施。而经业主投票表决，
结果未达要求。因此，高先生自行封闭
阳台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一审中，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支持了小区物业的诉讼请求，认为高
先生的行为妨碍了物业的服务和管
理，有违《规约》，判决高先生在判决
生效起15日之内，拆除违规封闭的阳
台并恢复原貌。

对此，高先生表示不服，他认为
阳台并不是公摊区域，是自己的专属
区域，“是自己的事，不需要让他人来
决定能不能封”。随后提起上诉。

而小区里不同意封阳台的业主认
为，封阳台不仅影响小区外立面美观，
还影响小区价值，因此坚决不同意。

业主封自家阳台被物业告
一审业主输了

案情
回顾

二审法院：
物业作为物业服务人无权决定是否拆除

8月19日，记者从高先生处获悉，
该案二审已于8月12日宣判，判决撤销
了一审判决，并驳回物业公司的诉讼
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是绿城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依
据《诚园小区临时管理规约》等的规
定得到支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民法典》中明确业主对其建筑物
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
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
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
法权益。本案中，房屋阳台作为房屋
主体的特定部分，在构造和使用上均
具有独立性，属于房屋的专有部分。
高先生封闭阳台是在阳台内封闭，且

与开发商交房前已封闭了阳台的小
区1栋至4栋的样式风格和颜色一致，
比之前的开放式阳台对人身安全具
有更好的保护作用，也更隔音，舒适
性更好。退一步讲，若高先生封闭阳
台超出了阳台及外墙，构成了违法搭
建，依照相关规定，也只有相关行政
机关才有权决定是否拆除。

本案中，物业公司与高先生是物
业服务关系，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
人，要求其服务的业主立即拆除已封
闭的阳台并恢复原状，在法律上没有
明确规定。且物业未提供证据证明封
闭阳台危及建筑物安全、损害其他业
主合法权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高先生
有实施妨碍物业服务与管理的行为。

新 闻 链 接

因封阳台闹上法庭并非个案
业主有赢有输

业主
上诉

撤销一审判决
小区业主可以封阳台

法院
判决

“5·12”地震受伤截肢女孩考上成都中医药大学

当年微笑感动人，如今学医帮助人
2008年，在“5·12”地震中，5岁的朱宇被倒塌的房屋压

住，左腿截肢。手术后，经过充满泪水和血水的康复训练，朱
宇借助义肢开启了新的人生：学医，帮助更多的人。

寒来暑往。今年夏天，朱宇收到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她高
考取得了理科571分的成绩，被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中医学专业录取。

8月27日，朱宇就将前往成都，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
“我知道对我来说，大学里有很多困难，但我能克服。”说到这
儿，朱宇笑了起来：我要给老师和同学带我们汉源特产花椒，
让他们“吃麻麻香”！

妻子“卖梨救夫”4000多斤梨两天售光

“我们买梨是为了他们不分离”

成都一男子因交通
事故受伤，在治疗过程中
动起了歪心思，一边要求
肇事者赔付治疗费用，一
边又通过医保申请报销，
不料把戏漏了馅儿，差点
成了“诈骗犯”。

2021年3月，陈某驾
驶摩托车行驶在简阳市
某交叉路口时，与李某驾
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
成陈某受伤及车辆受损。
事故发生后，李某驾车逃
离现场，陈某报警后被送
往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
疗费4.17万元。

李某逃逸后被交警
找到，并承诺愿意承担全
部责任。此时的陈某却打
起了“小九九”，考虑到交
通事故无法报销医疗费
用，决定向医院谎报受伤
原因为意外摔伤。

之后，陈某与李某达
成协议，约定由李某一次
性赔偿陈某各项费用共
计 4 万元。与此同时，陈
某申请的医疗保险 1.37
万元也成功到账。4个月
后，四川某司法鉴定所出

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
示，陈某为十级伤残。当
陈某拿着伤残鉴定书再
次找李某协商赔偿时，双
方却未谈拢。之后，陈某
将李某起诉至四川省简
阳市人民法院。

简阳法院石桥法庭
法官审理发现，陈某提交
的病历显示他的受伤原
因为意外摔伤而非交通
事故，陈某不得不向法官
坦白了他想要“双报销”
的事；而李某得知之后，
也以病历载明的受伤原因
与本次交通事故无关为
由，不认可医疗费。随即，
承办法官将陈某骗取医保
的案件线索移送给了简阳
市医保局。医保局核实情
况后，责令陈某退还了医
保报销的1.37万元。

承办法官表示：陈某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
十条规定，医保予以报销
的1.37万元必须退还，否
则将涉嫌诈骗罪。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章玲

男子车祸受伤后谎称意外摔伤
骗保的他差点成了诈骗犯

小区里部分业主封了阳台

如今考上大学 小时候以笑容感染大家

欧思琼（右）正在打包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