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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小小咖啡馆
残障人带来温暖的服务

12月23日下午，位于金楠天街的
“第二人生”咖啡馆内，张瑗正在手把手
指导服务员小松进行蛋糕烘焙，另一位
服务员小红刚整理好一张客桌。

咖啡馆内所有桌椅板凳都是二手
的，如果不是服务员小心翼翼的步伐和
略微颤抖的双手，很难注意到背后的

“小秘密”：店里的服务员有的是唐氏综
合征患者，有的是智力障碍者。

门口，服务生小丰一脸灿烂笑容地
在迎客。他是“唐氏宝宝”，以前总在家
呆着，怕别人嘲笑他的与众不同，怕别
人嫌弃……现在他跟与自己相近的小
伙伴在一起工作学习，经过老师的指
导，他面对陌生人也自信了。如今，小松
和小丰每天清晨都会梳洗整齐到咖啡
馆去煮咖啡、招待客人。

从简单的端盘子、洗杯子服务到复
杂的冲茶、煮咖啡；从简单的“欢迎光
临”到“谢谢光临，请慢走”，可能再简单
的动作和话语，孩子们学习起来要十几
次甚至几十次。

▼一段视频
启发她为残障人士开咖啡馆

4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还在做品

酒师的张瑗开始接触公益，每周她都会
定期到特教中心当志愿者。这是一群自
闭症、智力残疾或是唐氏综合征的孩
子，张瑗陪着他们玩耍，给他们办画展，
开展各种趣味活动。

张瑗说，特教中心只接收年龄在8
岁以下的智障儿童，年纪稍长的孩子必
须离开，“如果有一天这些特殊孩子失
去了父母和老师的庇佑，谁来保护他
们，他们还能在社会上生存下来吗？”一
个大大的问号打在张瑗的心底。

平时，张瑗最喜欢听五月天乐队的
歌，在一首名为《happy birthday》的音乐
视频中，一群残障孩子洗车、烘焙、做包
装的画面刺激了张瑗最敏感的那根神
经，“为什么在成都没有这样的地方？”
张瑗在心底一次次地问自己。

开一个爱心咖啡店，为残障人士提
供就业帮助——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
是残酷的，各种不同的质疑声几乎每天
都有。“合作伙伴来了一拨又一拨，但又
都走了。”最后张瑗又回到了一个人的
起点，“好吧，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或者不
敢，那就让我一个人来做吧！”

几经周折，咖啡馆终于开起来了，
由政府出资，社会组织承接，张瑗实际
运作，30多个特殊孩子进行饮品调制、
糕点烘焙、果酱熬制等技能培训。如今，
已有5个孩子能走上工作岗位。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面对癌症
她比生病前更乐观积极

2012年9月，单位搬迁，林婕每天
忙于相关交接工作，常常加班，不时
感到腹痛。在父母的多次劝告下，她
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子宫间质肌
瘤，也就是癌症早期。

林婕记得，听说这个消息时，眼
泪不由自主地就下来了。刚跟丈夫分
开5年，一手带大儿子，好不容易等到
儿子懂事，自己却得了“绝症”。林婕
默默回到病房哭了1个小时。

但她不钻牛角尖，“我上有70
岁的父母，下有14岁的儿子，又跟
丈夫分开了。如果我倒下了，谁来
照顾他们？”接受治疗后，林婕摘
除 了 子 宫 ，并 在 化 疗 药 物 的 作 用
下，激增20斤。面对前来探望的同
事们，她微笑着自嘲道：“你们以
后可以叫我‘大哥’了”。

出院3个月后，林婕回到了工作
岗位。同事们都说，林婕比生病前活
得更乐观积极了。她带着同事们每天
跳两次工间操，举手投足都是认真劲
儿。虽然体力不好，经常大冬天也会
跳得满头大汗，林婕却在领操的位置
上坚持了近两年。

▼养老院做义工
她就像去见亲人不觉累

周末的时候，林婕常组织同事们
去朗力养老服务中心做社区服务，给老
人们亲手包汤圆、包粽子。“老年人夏天
喜欢用蒲扇，现在很难买到。我专门托
人去乡下买了蒲扇给老人送去。”他们
少则三五人，多则上十人，每个月都要
去见见老人，陪他们聊天散步。“我在家
要照顾3个老人，已经摸透了老年人的
脾气和习惯，所以去养老院做义工就像
去见亲人，很亲切，不觉得累。”

今年12月，林婕还拿到了大学本
科毕业证书，从中专到本科，她花了
15年，即使生病期间也没有放弃学
习。在此之前，她早已是单位的业务
能手，不管是客户服务员、电费审核
员，还是文秘、高级电费账务员，她的
细致和认真都让同事佩服。

林婕的大徒弟钟茜告诉记者，见
习期间，自己每次审完的本子师傅都
要逐户重审一遍，即使加班也绝不遗
漏。如今，钟茜在电费审核的岗位上
已经7年“零差错”。“她总说我们是共
同学习，互相学习，我却觉得从她身上
学到了太多，无论业务还是生活，都是
榜样。”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钟茜妮

上周五，市民彭先生开车撞上
一段不足4米长的栏杆，交警告诉
他，需要栏杆主管部门出具证明才
能开具事故认定书。万万没想到，寻
找这段位于一环城区内的栏杆的主
人如此之难，花了五天时间，找了五
个部门，打了无数个电话，都说不是
栏杆的主人。昨日，成都商报曾对此
事进行报道

昨日下午4时许，成都市青羊区
城管局工作人员再次联系上成都商
报记者，“经过向多部门核实，现在
已经确认事故栏杆属于成都市水务
局排水设施管理处，目前已经与当
事人彭先生联系，也将尽量消除危
险路段隐患。”

此前，成都商报记者以及当
事人彭先生都曾向成都市水务局
排水设施管理处工作人员核实，
对方回应：“不归我们管。”对此，
昨日青羊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解
释：“事发地是一个交界处，市水
务局排水设施管理处管理隧道栏
杆以及栏杆伸出来部分，交警支
队设施大队管理移动栏杆，因为
当时工作人员没去现场所以可能
没理解清楚。”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成都商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获悉，四川省互联网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http：//
sc.122.gov.cn）将于今日（25日）正
式上线运行。

记者了解到，四川省互联网
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与中
国邮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实现
无缝对接，将采用网页、语音、短
信、移动终端APP等4种方式，为
广大交通参与者提供交管动态、
安全宣传、警示教育，以及交通管
理信息查询、告知、业务预约受理
办理、道路通行等便民利民服务。

互联网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后，群众只需到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进行窗口注册或访问互联
网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注册，便可
通过该平台办理补换领机动车号
牌、补换领机动车行驶证、补领机
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申领机动车
临时行驶车号牌，补换领机动车
驾驶证、考试预约、驾驶人身体条
件证明提交、驾驶人延期换证，以
及违法处理和违法罚款缴纳等
100项业务。

值得提醒的是，网上注册用
户只能使用平台中的查询等功
能。窗口现场注册成功的用户，除
查询和告知服务外，还可办理互
联网交通管理业务。“去窗口注册
的市民，应携带身份证、行驶证及
驾驶证原件，现场还要进行人像
采集，涉及补换证的还应提供一
张标准的电子寸照！”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车管处副处长李异介绍，
若是外地户口，还应提供居住证。

记者了解到，提交身体条件
证明、考试预约功能年底前将在
成都、绵阳、自贡、攀枝花、南充率
先实现，我省其他市州将在2016
年6月底前上线。另外，申领机动
车临时号牌，成都将在今日率先
实行。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四川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
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今天起
成都可网上办临时号牌

开间咖啡馆
他给残障者“第二人生”

4年前，20岁的张瑗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智障
残疾人，在做了4年志愿者后，她决心为他们培养就
业技能，获得第二人生。今年12月，在金楠天街这条
繁华的商业街里，有一家特殊的咖啡馆诞生，里面的
工作人员都是残障人士。
{

两次手术摘除子宫，住院35天，激增20斤……5
年前她身患癌症，从手术刀下夺回生命。每月坚持
社工服务，照顾老人和留守儿童，5年后她热心公
益，在奉献中焕发新生。她是林婕，成都供电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的一名普通员工，用旷达的心态战胜了
疾病，并将这份勇气和乐观感染了身边人。

{

身患癌症
她乐观支撑单亲家庭

攀枝花年轻女子小玲恋上比
自己大20多岁的自贡富顺男子张
军，怕家人不理解“失联”两年。近
日，小玲父亲周攀发现小玲的银
行卡被人在泸县取走了500元。在
泸州警方和自贡警方的帮助下，
找到了小玲，一家人得以团聚。

周攀是攀枝花人，女儿小玲
之前在上海某公司上班，2013年
11月辞职后便与家人失去了联
系。今年11月末和12月初，周攀发
现小玲的银行卡在泸县一乡镇自
动取款机上被取走了500元，于是
立即从攀枝花赶到泸县寻人。

接到报警求助后，泸县公安
局玉蟾派出所民警调取了信用社
监控视频，发现取款人是一名40
岁左右的男子，两次取款都驾驶
一辆车牌为川K牌照的长安车。
通过调查得知，民警发现该车的
使用者为自贡市富顺县古佛镇鹿
鸣村村民张军。12月17日，小玲父
亲周攀及姑姑来到玉蟾派出所，
和民警等一起赶到古佛镇，在张
军的租房内找到了与家人失联两
年多的小玲。

原来，小玲与张军早在2011
年就已认识，2013年11月25日来
到富顺张军家中，并在不久后确
定了恋爱关系。因两人年龄差距
太大，小玲害怕家人不理解，于是
主动与家人“失联”。（文中当事人
均为化名） 李兵 熊烽富

成都商报记者 蒲康林

为躲避债务，房东吴某某以
15万的价格将自家价值70多万的
财产卖给了表姐廖某。近日，高新
区法院以吴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

2011年11月，高新法院判决
被告人吴某某归还颠峰公司借款
200万元。2012年2月15日，高新法
院立案执行上述生效判决，并依
法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眼见着
追债上门，不得不执行。吴某某和
其妻把自家价值70余万元的房屋
以15.6万元的价格卖给表姐廖
某，并办理过户登记。

2013年10月24日，吴某某以涉
嫌拒不执行判决罪被警方挡获。高
新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以
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
人民法院判决无法执行，其行为已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高新法院依
法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1年。
高新法宣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恋上中年大叔
她怕家人阻拦失联两年

为躲避债务
他15万卖掉70万的房子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西段早前已
开通，东段剩余的约60公里的未通车路
段，原定于昨日上午10时通车。但成都商
报记者从省交通厅了解到，二绕最后的
部分因技术原因延期通车，具体通车时
间还未确定。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驱车体验了二绕
各区（市）县之间的行车时间，目前，大约
15分钟左右就可以从崇州收费站到达郫
县收费站。

“二绕西段”途经11处收费站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路，全长223公
里。已通行的成都第二绕城高速路西段
（简称“二绕西段”），起于双流县华大路
以西，止于彭州市蒙阳镇，连通龙泉驿、
双流、新津、崇州、温江、郫县和新都等7

个区（市）县，全长约114公里。
据了解，“二绕西段”附近经过双流

煎茶、新津花源、新津兴义、崇州三江、崇
州、崇州廖家、温江万春、郫县友爱、郫
县、郫县古城和新都清流等11处收费站，
新津花源和新都清流等2处服务区，崇州
大划和温江和盛等2处停车区。

昨日上午10点，成都商报记者经成自
泸高速，通过双流县永兴服务区，进入成
都二绕通行段。驱车行至简阳龙泉湖收费
站附近时，记者看到道路修建和分区划线
已经完成，但一排红色的塑料水马挡住了
去路。记者从收费站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该路段暂不通行，何时通车尚不清楚。

1小时21分 跑完已通行路段

上午11点整，记者从简阳龙泉湖收费

站出发，以平均110公里/小时的速度，沿
第二绕城高速顺时针行驶，止于新都清流
收费站，总共用时约1小时21分钟。

从龙泉湖收费站到新津花源服务区，
穿过了丹景1号和2号两个隧道，用时约35
分钟。记者注意到，除隧道外，其余道路为
一车道限速100~120公里/小时，二车道限
速80~100公里/小时，三车道限速60~100
公里/小时。二绕主线为双向6车道，但昨日
的道路上，只有三三两两的车辆。

经过21分钟，记者从新津花源服务
区到达了崇州立交，沿路的车辆比此前
有所增多。从崇州收费站出发，5分钟后，
经过了温江和盛停车场，又过了10分钟
后，记者的车经友爱高架桥，到达郫县收
费站。从郫县收费站附近驱车9分钟后，
到达新都清流收费站处。前面的道路暂
未开通。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张兴钊

技术原因“作梗”二绕开通延期

掐表体验二绕
只要15分钟 崇州跑到郫县

龙泉湖收费站

三岔湖服务区

17
分钟

新津花源服务区

18
分钟

崇州立交桥

21
分钟

崇州收费站

1
分钟

温江和盛停车场

5
分钟

友爱高架桥

7
分钟

郫县收费站

3
分钟

新都清流收费站
（按顺时针方向行驶）

9
分钟

此事经成都商报持续报道，引起了相
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昨日晚上，交警二
分局就派出警力、出动拖车。对此处无名路
上乱停放的机动车予以拖离。现场，交警还
竖立了一块提示牌，明确“此路段禁止停放
机动车”。交警表示，即日起，交管部门将加
大对这一路段的巡逻力度，一旦发现有机
动车乱停放，将坚决予以拖离。

乱停放车辆被拖离

昨日下午，市公安局交管局民警到现
场进行了调查。晚上7时许，交警二分局派
出约10名民警，来到这一条无名路。成都
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无名路的入口，点
着一盏小灯，摆着两个锥形筒，一名收费
员坐在旁边。“这条路是供机动车通行的
道路，不能在这里收费停车！”交警对收费
人员说。随即，拖车驶入无名路，开始对停

放在道路两边的机动车予以拖离。“机动
车被拖离后，驾驶员需要前往属地交警分
局（交警二分局）接受处理，然后才能到停
车场取车。”成都交警表示。

“太好了，早就该被取缔了！”见交警
拖车，住在附近的唐先生拍手称快。唐先
生说，这个歪停车场在这条无名路上已经
存在了大约2个月，不仅是给道路添堵，收
费人员设置的锥形筒、收费岗亭也影响了
城市的美观，“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管理，
不给这个歪停车场死灰复燃的机会。”

成都交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即日起，
交管部门将加大对这一路段的巡逻力度，一
旦发现有机动车乱停放，将坚决予以拖离。

无名道路尽快命名

“以我们的经验，这条路没有路名，主
要原因可能是这条路是个断头路，所以没

有名字。”驷马桥街道办城管科科长覃强
表示，他看了成都商报昨日的报道，下午2
点街道办又组织城管科队员再次前往现
场进行整治。

街道办城管科一名执法队员说，下午
城管科组织了10名队员前往这个停车场
进行查看和整治，“挂在树上的牌子，放在
路口的板凳和桌子以及他们支起的蓝色
塑料篷都被我们收缴了。”

“道路命名是民政部门进行管理，之
前街道办民政科的工作人员不清楚这个
情况，所以路名的事情就一直搁置了。”覃
强说，昨日，街道办民政科的工作人员已
经去金牛区民政局反映了这个情况，区民
政局的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后，回复称，只
要街道办事处把道路命名的报告打上去，
会尽快把路名的事情定下来。“目前道路
命名的报告正在草拟中，明天就可以弄
完，盖章后就上报给金牛区民政局。”

金牛区三友路
平安苑小区附近，
一条无名路被人设
置岗亭收取停车
费。11月30日，记者
暗访时遭到收费人
员殴打。当晚，驷马
桥街道办事处城管
科城管执法队员没
收其岗亭。随后，驷
马桥街道办事处、
驷马桥派出所、交
警二分局等部门到
现场开展了联合整
治。然而，12月22
日、23日，成都商报
记者再次前往调
查，发现收费人员
依旧在此收取停车
费。

新闻回放
“受伤”栏杆
是水务局的

航拍成都第二绕城高速 摄影记者 张直

禁停提示牌已经设置 拖离违规停放的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