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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两种途径
推荐你身边的
“平凡慈善人”

半年，数十人获
捐超500万元善款，
命运获得改变。而这
背后，是那些悄悄奉
献爱心的普通市民，
他们值得铭记和书
写，赶快推荐你身边
的“平凡慈善人”吧。

1、拨打86613333
-1推荐，讲述被推
荐人主要慈善事迹
进行推荐。

2、扫描下载成
都商报客户端，点击

“投诉”频道进入“求
助”栏目，点击本组稿
件，上传“平凡慈善
人”主要慈善事迹。

板凳男孩站起来了

“走路的感觉，

真好！”

依靠板凳上床取物、下地挪
梯，8岁的小雨所感受到的世界，都
是脚边的木板凳带他去的。小雨被
确诊为成骨不全症，俗称“瓷娃
娃”。由于骨质脆弱，小雨极易骨
折。直到2013年，父亲潘洪海才带
着东拼西凑的4.5万元带他到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治疗。

然而，因为治疗费不够，原本
早该从体内取出的钢板不得不拖
延下来。小雨渴望站起来，更渴望
上学，他在墙上写满了“作业”——
简单的汉字和数字。每当同村小伙
伴放学时，他只能用板凳将自己挪
到家门口，等着看放学的小伙伴从
家门口经过……

今年7月10日，成都商报及客
户端求助栏目报道了小雨的经
历。这组报道引发强烈的社会反
响，人们被这名坚强的小男孩感
动，纷纷捐款相助。不少志愿者还
来到他的家中，希望能帮助这个
家庭渡过难关。

11月28日，仁寿县大化镇明朗村。在冬
日暖阳下，8岁的“板凳男孩”小雨依靠行走
辅助器，在院门外的乡村公路上行走。这是
他自3岁骨折患成骨不全症以来，5年来的第
一次户外行走。而在几个月前，他所有的生
活，还只能依靠一条板凳。125天，改变了这
个孩子的一生。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段日
子里的温暖故事……

11月30日，向松来到明朗村，他已记不
清这是第几次来探望小雨了。出现在他和
成都商报记者眼前的，是一幕让人热泪盈
眶的画面——父亲潘洪海帮助小雨穿戴好
行走辅助器，让他自己一步步迈出院门，走
上乡村道路，小雨坚持要背上爱心人士送
他的新书包，他认为这代表距离上学的日
子不远了。50多米的距离，一点点挪动，大家
都在为他能否坚持下来担心时，小雨忽然
转过身露出一个微笑：“我已经快忘了怎么
走路了，走路的感觉，真好！”

这是5年来，小雨第一次用自己的双腿

独立行走。和4个月前相比，他的双腿已经伸
直，并且能自由弯曲。潘洪海说：“这个孩子，
有希望了。”如果恢复得好，一年半以后，小
雨就可以丢开辅助器，自主行走。

在成都商报及客户端报道小雨的第二
天，7月11日，身为成都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负
责人的向松，就来到小雨的家中探望。之后，
他联系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专家，并确定
了帮助孩子去该院治疗的想法。8月13日，向
松带着小雨父子乘飞机赶到深圳，帮助父子
俩办理了入院手续。向松还联系到深圳罗湖
区深蓝志愿者协会，派出义工照顾小雨父
子。“他们非常热心，在近三个月的治疗时
间内，每天都有志愿者过来照顾小雨。”

“8月20日，第一次手术；10月中旬，微钉
针取出术……”向松对小雨治疗中的每一个
环节都了如指掌，他还积极为小雨筹集治疗
费，在网络爱心平台筹集到近3万元善款。

11月9日，向松再次飞往深圳。小雨的治
疗已经结束，他将父子俩接回了仁寿老家。

4个多月来，向松的朋友圈几乎都因为
小雨被刷屏，记录着这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孩
子的康复点滴。让向松欣慰的是，小雨的手
术很成功。“1800天了，我们的小雨第一次独
自亲吻大自然。”向松在朋友圈说。

向松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帮助小雨
更应该看成是一种“冲动”，但他相信，这样
的冲动越多，最终会汇聚成“永动”的善意。

骨质脆弱 极易骨折

“板凳男孩”
渴望上学

5年来，第一次户外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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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助孩子就医，记录孩子康复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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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元买瓶酒庆生 有面子
扫码发现网售85元 好尴尬

12月5日是洪先生的生日，他在
交大路的一家超市挑中了一款488元
的“尊酒豪华52度”，准备在生日宴上
好好款待一下亲友和客户。宴会上，
洪先生的小舅子用手机扫了一下酒
瓶的条码，“姐夫，这个网上一家商城
才卖85元”。昨日，提到这件事，洪先
生仍余怒未消，“价格一出来，一屋的
客人都不吭声了。搞得太没面子了！”

昨日，洪先生再次来到超市，被
告知他买的那款酒已经没有了。对于
他对价格的质疑，工作人员表示，“网
上价格都是乱标的。我们是从正规渠
道进的货，有厂家授权。”记者通过某
网上商城搜索到了这瓶“尊酒豪华52
度”，确实有卖80多元的。记者联系到
一个卖家，他表示品质可以保证，价格
和实体店不同主要是最近在搞活动。
也有卖家表示，他们的酒都是从厂家
直接拿货，没有门面租金，直接让利给
了客户。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20座“一米菜园”免费送上门
种植课程大礼包等你来拿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冕）“一
米菜园进我家”获奖名单揭晓！入
选的20户家庭名单已在成都商报
客户端、谈资APP和成都社区教
育微信上公布，快去查查幸运是
否已降临在你的身上！

城市农耕生活已成为都市健
康生活的新潮流，为探索更科学
高效地利用方寸之地，开展家庭
生态菜园建设，教育部社区教育
研究培训中心将全国唯一的“i-
生态菜园”设在了成都社区大学。
今年11月，成都社区大学推出“一
米菜园进我家”活动，为20户成都
家庭免费设计和建设家庭菜园，
借此引导成都市民城市种菜的科
学性和安全性，倡导城市种菜的
价值意义。

活动受到了全市种植爱好者
的支持，有超过200户家庭报名。
虽然最后只有20户入选，但不要
失望，成都社区大学还有福利送
哟！记者从成都社区大学了解到，
不管是种植初学者还是资深达
人，都可通过以下渠道，获得免费
的课程“大礼包”：

1、网 络 教 学（网 址 www.
i-caiyuan.org）。网上有丰富的微
课程、电子书，手把手教你阳台种
菜的基本知识，包括土壤配制、季
节时令、容器选择、种植技巧等。
遇到问题，还可以免费咨询哦！

2、课堂教学。成都社区大学、
青羊社区教育学院及部分示范点
每年都会开设课程，对居民进行
阳台种植培训。如果你是种菜达
人，还可以申请成为“客座教授”。

3、微信教学。关注“i-生态菜
园”微信（微信号cdstcy），随时开
展碎片化学习，还有各种体验活
动等着你。

6日，成都市交管局公布成都首
批120条进行静态交通严管的中小
街道，首次启用天网抓拍交通违法
行为。昨日，记者在交警一分局天网
指挥室内看见，交警通过天网监控
对120条中小街道的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整治和清理。上午10点26分，交
警接到962122报警平台通知，芳草
街有车辆乱停。指挥室内电脑立即
调出芳草街的天网监控，一辆黑色
轿车违法停放在玉林西路与芳草街
交界处，“请你们马上派警力，前往
现场处置。”指挥室交警立刻连线巡

逻民警。5分钟内，交警到达现场对
违停车辆进行了处理。据了解，若停
在有禁停标志的路边，处罚100元，
扣3分。若停在已公布的首批120条
中小街道，处罚150元，不记分。

据交警介绍，即日起，成都交警
对全市120条中小街道进行全天候

“天网巡逻 ”，“若发现车辆乱停放，
会及时派出警力进行处理。同时，我
们会通过962122平台及时处理群众
反映的问题。”市交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昨日通过天网监控抓拍共查
处了157辆乱停乱放车辆。

昨日，记者从锦江区公安分局获悉，警
方破获系列飞车抢夺案。犯罪嫌疑人驾驶
摩托车在闹市抢夺多名路人，受害者则多
为边走路边耍手机的“低头族”。目前，嫌疑
人已被刑拘。

11月30日中午，锦江区宏济新路一小
区门口，一辆两轮踏板摩托车从周女士身
旁经过，正在低头玩手机的她不曾察觉，驾
驶摩托车的男子已将手伸向她，并迅速将
其手中的苹果手机抢走随后逃离。辖区派
出所很快接到周女士的报警，而正在民警
调取天网追踪摩托车男子去向时，又一起
抢夺案的警情传来。海椒市街的廖女士也
遭到了同样的摩托车抢夺，手机被抢。两起
案件事发时间相隔仅20分钟，作案者均为
男性，都驾驶一辆踏板摩托车。经警方调查
分析，两起案件的摩托车为同一辆。办案民
警调取天网监控，并实地走访细致摸排，最
终将嫌疑人锁定在锦江区某酒店内。12月1

日凌晨，涉嫌抢夺的周某被成功抓获。经审
讯，周某对两起抢夺案供认不讳，并交代在
对周女士实施抢夺后，他将车子驾驶到一
条小巷内更换了外套，随后对廖女士实施
抢夺。周某交代，10月以来，他还在锦江区
龙舟辖区、东光辖区以及合江亭辖区等地
驾摩托车实施多起抢夺案，抢夺手机9部，
女式挎包一个及部分现金。

办案民警介绍，在周某抢夺案件中，女
性受害者较多，且多为“低头族”，一边走路
一边看手机，为嫌疑人提供了作案机会。在
周某的住处，办案民警共查获黑、白、黄三
辆摩托车，以及四套不同颜色的衣服、两顶
头盔等物品。

警方介绍，周某今年40岁，曾因贩卖毒
品被判刑，去年9月因抢夺获刑7个月，今年
刑满释放。目前，周某以抢夺罪被警方刑事
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查办中。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冒充老板发微信
骗了100万被抓获

昨日，四川省政府召开全省打
击治理通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
厅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即日起
至明年4月30日，多部门将联手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打击治
理通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做到银行卡、手机卡开卡实名
制，对销售窃听窃照器材、伪基站等
进行专项整治。

9月1日，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到
成都高新分局报案，该公司财务张某
某接到老板的微信通知，转款100万
元到指定账户。该财务按要求操作
后，该微信号又要求其转款300万元。
财务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于是拨通老
板的电话，这才发现该微信号为他人
冒充老板，老板并不知道转款的事。
专案组从嫌疑人接收赃款的银行账
户入手，辗转广西南宁、崇左、凭祥等
多地追查。同时通过调取银行信息、
监控视频，最终锁定两名嫌疑人（韦
某，男，27岁，广西横县人；何某，男，
30岁，广西崇左市人），专案组继续调
查，最终摸清该诈骗团伙的基本架
构，同时发现第三名嫌疑人（胡某，
男，31岁，广西崇左市人），并且掌握
三人的落脚点。在广西警方大力支持
下，专案组于9月24日晚将三名嫌疑
人抓获归案。经讯问，三名嫌疑人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查明该团
伙还涉及另外三起案件，涉案总金额
220余万元。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天网监控锁定违停车辆 一天查处157辆车

昨日上午10点，交警四分局民
警接到市公安局缉查布控系统报
警，缉查布控系统显示，今年9月，因
车主酒驾而被计入该系统的一辆白
色宝马车行驶在路面上，交警前往现
场核实发现，宝马车为车主驾驶，车
主曾因酒驾被暂扣驾驶证半年，交警
随后将车主拘留。据了解，车主将被
处以罚1000元、不超过15日拘留等处

罚。交警介绍，套牌车、改装改型改颜
色车辆、无牌无证车辆、未年检车辆、
未报废车辆、危化品车辆、渣土车
等都会被计入缉查布控系统，作为
重点防控车辆。该系统依靠公安大数
据系统，通过高清摄像头对道路上
行驶车辆的车牌和车型进行收集
并分析，若出现重点监管车辆，就会
报警。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任毅

缉查布控系统报警 车主无证上路遭逮

仁寿8岁男孩患“脆骨病”，因无钱取出体内钢板只得靠板凳
走路，被称为“板凳男孩”。他渴望站起来，渴望上学……

现在，他能站起来了吗？
为凑钱给白血病女儿治疗，他将老家攀枝花的芒果运到成

都销售，每天累到虚脱，被称为“芒果爸爸”……

现在，他和女儿还好吗？
一名漂亮女孩的心愿是考上大学艺术专业，但贫困的家庭

让她无力负担读大学的费用……

现在，她的大学梦圆了吗？
……

自今年5月26日成都商报客户端全新改版上线以来，“投
诉”频道下的“求助”栏目报道了很多令人心酸却又勃发出希望
与温暖的“求助”新闻。据粗略统计，半年里通过成都商报及客
户端“求助”栏目的报道，数十名求助者获捐善款超过500万元。
这些爱心在他们身上得到怎样的延续？半年过去，他们过得还
好吗？是否摆脱了疾病的困扰？是否改变了窘困的命运？

今日起，成都商报联合成都市慈善总会，推出年
终大型慈善报道——“一座城市的善意·那些被爱
改变的家庭大回访”系列报道暨“身边的平凡
慈善人”推荐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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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

回访
新闻

为爱回访，让爱生长。开栏语

你在低头玩手机“飞车党”已悄悄盯上你
锦江警方侦破系列飞车抢夺案，受害者多为“低头族”，嫌疑人被刑拘

小雨在家里自己穿戴走路用的护具

11月30日，一直陪伴小雨治疗的向松前来看望他

11月30日，眉山市
仁寿县大化镇明朗村，
在辅助器械的帮助下小
雨已经可以行走，他特
意背上了书包，梦想着
上学那一天。走着走着，
他回头一笑，令人动容。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摄影记者 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