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提醒

昨日， 全省首台具有国际最高水平

的第三代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又

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在省医

院顺利完成两台手术。

上午9时40分，一名34岁的男性患者

被推进手术室， 他要接受的是胆囊切除

手术。与之前手术不同的是，将为他操刀

的不是医生， 而是一台售价2700万元的

“机器人”（上图）。30分钟后，胆结石患

者的胆囊被机器人成功切除, 患者腹部

仅仅留下3处直径不足10毫米的小伤口。

据悉，这是微创手术的升级版，今后将在

几乎所有的外科手术中得到应用。

“‘机器人’手术暂时还不能报销，

我们正向有关部门申请！” 对于 “机器

人”手术的费用，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主任杨洪吉表示会高于传统手术， 但不

会高太多。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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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吹上二环高架

“癣”为人知

牛皮癣广告数量多达60处，离地最高近15米 金牛区城管昨晚已开始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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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手术很成功，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这原

本是让人庆幸的事，但昨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重

症监护室门口， 东东的父亲和小姨却一筹莫展，

他们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东东康复出院后，由谁

来抚养。

这个才9个月大的孩子， 患有先天性胆道闭

锁。因另一位9个月大的小孩，在生命最后时刻捐

献出了自己的肝， 东东前日在省医院做了肝移植

手术（本报9月9日曾作报道）。孩子有救了，但他

的父亲却打算，出院后，如果孩子养父不愿领去，

还将把孩子送给别人。

领养70天

患病后被送还给生父

去年12月，刚出生20多天的东东，就被生父吴

红军，送给了他们当地的一户人家领养。“领养者

是东东小姨汪小英联系的，信得过。”吴红军说。

然而，今年2月的一天，也就是东东被领养70

天后，养父抱着孩子，找到了汪小英，说这个孩子

患了很严重的病，要把孩子送还回去。

后经检查，孩子患的是先天性胆道闭锁。在随

后的半年时间里， 汪小英带着东东在湖北老家和

北京等地求医， 后来一个爱心妈妈QQ群里的好

心人， 为汪小英联系上了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治病

的9个月大的孩子良良，因车祸导致脑死亡，良良

父母愿意捐献出孩子的器官，拯救别的孩子。

9月7日， 汪小英和吴红军带着东东，从

湖北黄冈赶到成都， 接受了肝移植手术。目

前，东东生命体征平稳，还需进行下一阶段

的抗感染治疗。

手术成功

康复后小姨将其留在家中

如果孩子康复出院，仍然把他送给别人

抚养，这是吴红军的打算。

吴红军是湖北黄冈红安县人，50岁，靠

打零工为生。“本来这个孩子没打算要，但

妻子查出怀孕时，孩子已经6个月了，不能打

掉。”对于孩子的意外降生，吴红军说：“我

爱人很瘦，怀孕了不容易看出来，我平时在

外面打工，不常回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

作为孩子的生父，究竟是什么让吴红军

要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给别人？

“我们实在是养不起。” 吴红军直截了

当地说起自己的理由。在来成都之前，吴红

军一直把东东放在丈母娘家中，丈母娘每天

就正常喂食，关于治病，家人都没有提。

汪小英和吴红军以及家中父母的想法

不一样，“即便送出去， 以后还不是要被送

回来。”汪小英说，孩子患了病，即便康复

了，送出去之后，以后患病对方养父母还是

会送回来，只有自己养。因此，汪小英打算在

孩子康复之后，将其留在家中。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昨天清晨，不少市民发现，从羊西线到解放路

长达数公里的二环路高架下面， 一夜之间出现了

不少小广告。这些“牛皮癣”用不干胶贴在二环路

两侧的建筑物上，张贴的位置动辄高达10多米，清

理难度极大。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打非办了解到， 像这

样走“高端路线”的小广告，是今年第二次出现在

成都街头，这也是“牛皮癣”逃避清理的新动向。

据相关部门表示， 由于该路段交通繁忙， 将于昨

晚、今晨进行清除。

牛皮癣无孔不入 桥墩横梁上都有

住在二环路北三段附近的刘先生， 昨天一早

刚开门，在二环路两侧的建筑物上，就看见贴着不

少“牛皮癣”广告，大都贴在二至三楼高的外墙

上。“这些广告怎么贴上去的？”“简直是个未解

之谜！”刘先生说。

新浪网友@成都无疆单车也发帖称，“中秋

回来，发现成都脏了许多，到处都是这个广告，交

大路附近一红灯口就有好几张，张贴高达10米。”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二环路北三段，

这些“牛皮癣”或白底黑字，或白底红字，在建筑

物外墙上显得格外刺眼。除此之外，还有“牛皮

癣”贴到二环高架桥墩和横梁上，甚至交通指路

牌的背面，可谓无孔不入。据记者目测，其中最高

的，离地足有近15米。

未成年人张贴 将派专车清理

“通过公安部门调取‘天网’监控，发现这样

的‘牛皮癣’都是未成年人贴上去的。”昨日，成

都市打击防治非法张贴书写广告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打非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牛皮癣贴在

二环高架路上的情况，是首次出现。

昨日上午城管工作人员使用伸缩工具进行了

清理。 由于工具长度仅五六米， 对于超过10米的

“牛皮癣”，特别是底层道路交通繁忙的二环路高

架上的“牛皮癣”，通过传统方式难以清除。相关

区域城管将于昨晚、今晨，安排专用车辆和人员进

行清理。

对于市容来说，“牛皮癣”是一个顽疾。多年来，为躲避执法人员的清除，“牛皮癣”可谓“下地上

天”。

昨日，不少市民发现，从羊西线到解放路长达数公里的二环路高架下面，一夜之间出现了不少小广

告。这是今年第二次出现在成都街头，这也是“牛皮癣”逃避清理的新动向。

牛皮癣的升级之路

“下地上天”只为逃避清除

“成都市打击非法张贴书写广告工作一

直走在前列。” 市打非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但“牛皮癣”也一直在“进化”。

多年前， 街头广告还是用浆糊贴在电线杆

上，一把刷子就能轻易去掉。后来，“牛皮癣”从

孩子玩的不干胶贴画中获得“灵感”，甚至有使

用油墨直接写在墙面上的，变得难以清除。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2005年起，成都

市从德国引进名为“大力神”的清除“牛皮

癣”工具，负责城区内“牛皮癣”的清除工

作———用高压水枪一喷，不干胶“牛皮癣”很

快烟消云散； 即使是油墨涂写， 则可以用喷

沙、喷水双管齐下，进行清除。

再后来，制“癣”者，穿着有印章装置的

鞋，脚底下就是一个印，直接踩踏到地面上，

行动隐蔽，还难以被发现。但在职能部门加大

力度管理下，这样的“牛皮癣”将难逃被清除

的命运。

现在，“牛皮癣”从“下地”变为“上

天”。“他们的意图就是逃避清除。” 市打非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高空牛皮癣”多贴

在闹市，碍于行人和过往车辆，清理工作需要

安排在夜间， 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目前，

我们还将加大管理力度， 联合多部门进行打

击，在张贴之前对其进行杜绝。”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摄影报道

成华公安分局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200名辅警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成都市公安局

成华区分局获悉，9月15日起至9月19日，

该局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00名辅警

（其中男性190名，女性10名）。

据了解，此次招聘要求男性年龄在18

周岁到30周岁，身高1.7米以上；女性年龄

在18周岁到30周岁，身高1.58米以上。高中

（含中专）及以上学历，退伍军人、大专及

以上学历文化程度可放宽录取条件。同等

条件下，退伍军人、有从事辅警及类似工

作经历的，公安及司法等各类大、中专院

校毕业生或具备驾驶、外语、少数民族语

言、擒拿格斗等特殊技能者优先聘用。

此次公开招聘采取现场报名， 当场

面试的方式， 从9月15日起至9月19日在

成华区公安分局秀苑路大门左侧出入境

办证大厅（府青路2段3号新28号）。

被聘用人员的月收入为2600元；工

龄满一年后，工龄工资每年递增，其他勤

务补贴及年终绩效奖金另行计算。 工作

期间统一配发制式服装， 并免费提供食

宿；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成都购物节·时尚锦江季———

“蓉城F4”携手风尚亚洲

不帅到淋漓尽致不痛快

由米兰柏羽·风尚亚洲2014亚洲时

尚颁奖盛典全力打造的“蓉城F4”持续

火遍全城， 已成为近半个多月来最令人

瞩目的本土娱乐事件。闵天浩、廖健、矮

冬瓜、 叮当四位本土明星摇身一变成为

时尚偶像。 大家在惊叹之余也不得不感

慨：成都真是一座极具时尚底子的城市。

记者采访到米兰柏羽·风尚亚洲

2014亚洲时尚颁奖盛典主办方之一的米

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在整个“蓉城F4”

的打造过程中， 院方针对他们每个人的

特质，分别设计了最适合的时尚新形象，

并提供了全程专业意见与项目支持。在

被问及为何会选择本土明星作为时尚改

造对象时，院方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

向全社会传达一种健康时尚的理念，只

要你去做，没有什么不可能。”

9月16日当晚，“蓉城F4” 更将代表

成都时尚新势力在颁奖典礼上精彩亮

相。想要掌握“蓉城F4”的详细动态，并

了解到场支持偶像的具体事宜， 请关注

@成都女报 @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

官方微博、微信平台。

牛皮癣的

贴 与 除

苦尽“肝”来

生父又忧虑养不起

婴儿半年前患病 养父送回给生父

接受肝移植手术 生父打算出院后再把他送人

四川首台

“机器人医生”上岗

金牛城管局：

今日凌晨2点或清完小广告

自从圣贝国际牙科联合成都商报发起

的“关爱牙缺失老人，蓝丝带公益行动”公

开征集32位爱牙接力跑“护牙火炬手”启

动来，短短一个星期，数百名热心市民打进

热线电话028-86757336参与报名争当“护

牙火炬手”。川籍笑星，著名主持人罗小刚

也表示要当“火炬手”，还要当头棒领跑。

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天，圣贝国际牙科首次

对外公布爱牙接力跑路线图， 全长约50公

里，对选手体力意志均是考验。

上周，由圣贝国际牙科联合成都商报

发起的“关爱牙缺失老人，蓝丝带公益行

动”在成都正式启动，并宣布在全市范围

内公开征集32名爱牙接力跑“火炬手”。

截至9月9日，打进热线报名参加爱牙

接力跑“火炬手”的热心市民超过200人。

他们中有年过8旬的老人， 有正值青春年

华的80、90后。值得一提的是，巴蜀笑星、成

都本土著名主持人罗小刚先生在得知此活

动消息后，表示积极关注并乐于参与。他表

示，自己不仅要积极参与此活动，而且还要

做第一棒“火炬手”，用实际行动呼吁更多

的人关注、关爱老年人牙缺失现状。

此外，本次“蓝丝带———关爱牙缺失老

人” 公益活动还将征集320名牙缺失老人，

为他们提供最高6000元/颗的种植牙援助免

费，获得免费拍片、检查、与国际牙医面对

面，获得免费亲诊机会，请符合条件的市民

赶紧拨打热线电话028-86757336参与报名。

本周六， 人气颇高的外籍专家———韩国

明星御用牙医、 美学修复种植博士朴东信先

生将告诉你如何用一口好牙赢得一个健康长

寿的人生。凡到场听众可免费拍全景片一张，

参与现场抽奖， 并可由朴东信院长全方位解

答您的口腔健康疑问。此外，圣贝牙科还将提

供免费午餐，邀您现场观看Prussian种植手术

及全瓷美容冠直播， 排除您心中对种植牙的

重重顾虑与担忧。

讲座地点： 武侯区龙腾东路

2

号杜甫花

园商务楼一层成都圣贝牙科

讲座时间：

9

月

13

日

10:00

报名热线：

028-86060808

数百市民争当爱牙“火炬手” 罗小刚领跑

爱牙火炬手集结地：

成都市武侯区龙腾东路

2

号圣贝牙科

爱牙跑道路线：

龙腾东路圣贝牙科

-

天邑花园

南门

-

天邑花园西北门

-

仁和春天

-

成温立交

-

爱宜

苑

-

汇厦草堂铭城

-

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

奥汀花

园酒店

-

成都中医药大学

-

通惠门路

-

宽窄巷子

-

四

川省文化厅

-

人民公园

-

君平街

-

锦里中路

-

武侯祠

大街

-

锦官城

-

西南民族大学

-

神州国旅大楼

-

国际

花园

-

肖家河

-

武侯区人民医院

-

海外楼

-

高升大厦

-

高升桥路

-

莱蒙都会

-

红牌楼广场

-

永顺路

-

双楠路

-

伊藤洋华堂双楠店

-

龙腾东路圣贝牙科

昨夜，接到市打击非法张贴及出版物办

公室指示，金牛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对辖区内

张贴在二环高架桥等高处的60余处 “牛皮

癣”小广告进行了统一清理。

在清理现场，金牛区城管局执法科科长

刘铮说， 预计今日凌晨2点左右才能将所有

小广告清除完毕。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二环路高架桥下的“牛皮癣”小广告

根据条例

贴牛皮癣当事人

将被罚

9个月大婴儿捐器官 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