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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成都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对5名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的群众进行奖
励，金额从2万元到10万元不等，金额最大
的青白江群众表示会拿这部分奖金回家
娶媳妇！

讲座台前，一字排开，5位市民不约而
同地头戴面具。因为举报毒品违法，现场5
名市民被成都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予以
成都市举报毒品违法犯罪奖励金，金额从
2万元到10万元不等。

今年10月份，市禁毒办出台《成都市群
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并对外公布了成都市毒品违法犯
罪24小时举报电话：110和84449110。《办法》
规定了对有特殊贡献的个人，予以最低1000
元，最高50万元的奖励。据了解，今年成都市
接到群众举报线索8000余条，根据群众举报
线索，破获毒品刑事案件366件，抓获犯罪嫌
疑人408人，查获吸毒人员3861人，缴获各类
毒品17.2公斤、麻黄素成品250公斤、半成品

300公斤，兑现奖金100余万元。
今年11月17日，成都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会同金牛分局成功破获一起部级毒品
目标案件。今年8月18日，成都市公安局禁
毒支队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有一个由云
南省临沧市寄往成都市金牛区的快递包
裹件中内含有大量香精、色素等用于制毒
的原料，经市禁毒支队会同金牛分局立案
侦查，8月24日，专案民警在成都抓获老
赖、阿建等四人。截至目前，本案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9名。

昨日在现场，拿到10万元举报毒品违
法犯罪奖励金的是一名青白江群众，“我
送餐到宾馆内，发现1人正在床上吸毒，另
一个人还警告我不要出去乱说。”该群众
回忆，两人点的是青椒肉丝和水煮肉片，

“出来我就报警了，我觉得人人都有责任
举报毒品违法犯罪，下次遇到类似情况也
会举报。”拿到10万元巨奖，该群众表示：

“还能咋用，回去娶个媳妇！”

不作为 慢作为
凉山金阳33人被问责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江龙）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凉山州纪委获悉，近
期，金阳县纪委监察局通报一起由于
工作不作为、慢作为，工作措施不及
时、不到位，致使羊病疫情扩散，村民
羊子死亡，给群众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的典型案例。

据了解，今年2月到7月下旬，金
阳县梗堡乡、青松乡、放马坪乡相继
发生了羊病疫情，造成群众羊子死
亡，经济损失严重。疫病发生以来，无
一单位主动向县委、政府报告，无一
单位主动采取措施防治疫病。县纪委
对县农牧局、梗堡乡、青松乡、放马坪
乡共计33人进行了责任追究，分别给
予党政纪处分。

人行道盲道
变身收费停车场
职能部门：盲道后移，人行道上设车
位是为了缓赌

近日，广元当地不断有市民爆
料，称城区滨河北路约2公里的人行
道成了“停车场”，盲道被全部占用，
而且还有专门的收费员收停车费。
昨日，广元有关职能部门解释称，此
举是为了解决城区道路交通拥堵，
在建设、交警、城管等部门协调下，
设置了临时停车泊位。下一步，计划
将盲道后移，并统一规划设置人行
道上的泊位。

按照爆料人提供的地址，记者
先后多次来到广元市城区滨河北路
这一路段。记者看到在路边的人行
道上，用白色线条划出的停车位依
次排开。人行道上面的盲道，全部在
停车位的范围之内。

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有
关工作人员称，随着广元市万源新
区等地的开发日渐成熟，滨河北路
成了东西向交通分流的主干道，经
常发生拥堵。为了缓解这一状况，当
地交警、建设、城管三部门召开了协
调会，最后决定将原先占用道路的
停车位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在人行
道上设置临时停车位。

据了解，当地城管等部门正在对
城区内占用盲道的所有地方进行统
计。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统计情况，
对于占用人行道上盲道的车位，将重
新统一规划。按照初步计划，停车泊
位还是设置在人行道上，将盲道后移
不再占用。“人行道有8米左右宽，可
以在上面设置停车位，对于不符合条
件的人行道，坚决不设置。”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罗思章

11月27日一件包裹通过EMS从波兰华
沙发出，目的地是成都市天府大道南段远
大风景小区一期，收件人蔡先生心理预期
快递的到来路径应该是“华沙-成都-小区
物管-收件人”，然而自从12月16日，快递抵
达成都互换局后，却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循
环中。16日至24日，蔡先生的快递包裹已在
成都互换局和华阳邮政支局中来回多次。

“明明漂洋过海已近在咫尺，但是我
却只能在网上看到你一直‘迷路’。”蔡先
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致电EMS客服电话11183，EMS工作人
员表示，可能是因为投递片区划分不明。

国际邮件
一直在家门口徘徊

家里的娃娃3个月了，因此前喝过两
次波兰亲属寄回的奶粉，觉得不错。此
后，家住天府大道南段远大都市风景小
区一期的蔡先生，就托波兰的亲属第三
次为自家的娃娃购置了几罐奶粉，不过，
这一次他的亲属填写的收货地址不再是
之前蔡先生单位的地址，而是蔡先生家
的地址。和前两次一样，蔡先生通过EMS
的快递单号，可以清晰从网上查询，这件
快递是如何跨越万里，一步步来到成都。

12月16日，快递包裹被送至成都互
换局，在蔡先生眼中，这和万里之遥的波
兰相比，已经是到了“家门口”。但此后，

网上的快递信息却变得奇怪起来。
“16日货品从成都互换局发出，18号

抵达双流华阳邮政支局，21号却又被发
回成都互换局，23号再次来到双流华阳
邮政支局，24号却又第三次被发回成都
互换局。”根据蔡先生提供的EMS邮单
号，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在网上查询到，16
号至24号该单号的快递信息在网上更新
了19条，但一直在成都互换局和双流华
阳邮政支局间徘徊，其中，同一个操作员
庹守刚的姓名，就在这19条信息中出现
了4次。期间，蔡先生自称曾经电话联系
过双流华阳邮政支局询问邮件情况，对
方告诉他，这个需要找EMS询问。

蔡先生表示，现在的状况有点像踢
皮球。如果对方找不到地址，自己也可以
去取，但是期间自己未收到EMS打来的
电话。目前，这件在网上清晰可查的邮件
依旧“在路上”。

EMS客服
或因邮局片区划分未明确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致电EMS客服
电话11183，EMS工作人员表示，寄往成
都的国际邮件均由成都互换局进行分
配，选择可投递的邮局。这期间，工作人
员是不会联系收货人的。

通过在网上查询该快递信息，11183
工作人员认为蔡先生的这种情况，存在
两种可能，其一是可能收件人地址不清
晰导致无法投递；蔡先生对这样的说法
向记者进行了反驳，并出具了邮单的详
细信息，上面所写的地址很详细。

另一种可能，11183工作人员称，或
是由于当地投递片区划分问题，导致目
前无法确定投递邮局接收邮件，从而一
遍遍被退回成都互换局。

蔡先生表示，自己想去自取的想法，
11183工作人员建议：“无法自取只有等，
等成都互换局发到了能够进行投递的邮
政支局后，工作人员才会联系蔡先生。”
但同时，工作人员也表示，国际邮件没有
时间限制，蔡先生究竟要等多久是无法
确定的。而成都互换局则不接受收货人
咨询，也无法提供联系方式。昨日记者暂
未联系到成都互换局，而双流华阳邮政
支局尾号为415的座机电话则始终处于
忙音或线路故障无法接通。

蔡先生称，自己的地址百度百科上
写的是高新区天府大道南段325号，而百
度地图上写的是华阳天府大道南段325
号。自己怀疑是否是因为住址行政区域
的变更，才导致EMS投递人员无法对接。
蔡先生有些沮丧地说：“曾经同一小区的
邻居家从国外寄来一张明信片，直到1年
以后才收到。我怕在我身上也发生这样
的事。”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昨日凌晨，绵竹市土门镇新乐村，林
义凤早早起了床，穿上衣服后，她到厨房
开始忙碌，早饭准备完毕，照顾完家中丈
夫的起居，凌晨6点不到，林义凤开始骑
自行车出门，到隔壁广济镇照顾另一个
男人的起居，这个男人叫曾令贵，是她的
前夫，身患重病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上午11时许，利用送气的间隙，林义
凤的现任丈夫黄友德骑着摩托车来到了
广济镇南岳村，摩托车停稳后，黄友德提
了两袋新鲜的蔬菜进了屋。临近12点，黄
友德的电话响了“老板让我去送气去了，
我走了，你陪一下老曾。”说着黄友德又
骑着装有液化气罐的摩托车消失在了村
道尽头。下午3时，为前夫弄完晚饭，林义
凤才又骑着自行车返回隔壁的土门镇新
乐村，为黄友德父子两人准备晚饭。

“八年了，每天她都是这样，两头跑，
照顾两个男人。”曾令贵的二哥曾令福介
绍说，林义凤很重情义。

救命之恩
她选择和驼背丈夫结婚

林义凤，52岁，德阳中江县人，18年前
因为一段婚姻的失败，来到了绵竹。30出
头的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独自来到绵
竹打工，认识了街边补鞋的曾令贵。一个
人在异乡漂泊，不久后，林义凤因阑尾炎
入院治疗。回忆过往，林义凤伤心欲绝，此
时曾令贵出现了，他不仅帮着交了医药
费，还忙前忙后照顾病床上的林义凤。

“他是个驼背，一直未婚，但是他人
好。”林义凤说，在医院的日子里，她被曾
令贵的行为感动，这份救命之恩让她无
以回报，1997年两人登记结婚。第二年，
林义凤生下了一个孩子，遗憾的是孩子
还没满月就夭折了。

2008年地震后，丈夫的身体越来越
差，几乎三天都要往医院跑，一住就是大
半个月。本就残疾的曾令贵，又被查出患

上了心脏病、肺气肿、胆囊炎等多种疾
病。为了给曾令贵治病，林义凤不仅花光
了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还向亲戚借了不
少。林义凤几乎想尽了所有办法，但丈夫
的病还是没有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迹象。

以死相逼
患病丈夫做媒让妻改嫁

2012年，绵竹市土门镇新乐村的黄
友德在送液化气时，认识了林义凤和曾
令贵，一来二去，大家也算相识。看着妻
子为这个家无私付出，日渐消瘦，躺在床
上的曾令贵愧疚不已，他打听到黄友德
丧偶后独自带着一个儿子过，2013年初，
曾令贵萌发了一个念头，让林义凤改嫁，
对象是黄友德。

曾令贵称，刚开始只敢给黄友德说，
希望黄友德帮忙照顾林义凤，作为朋友
黄友德一直不答应，在他的苦苦请求下，

黄友德勉强答应。考虑了很久，曾令贵向
妻子摊牌，她想都没想就回绝了丈夫：

“虽然我命苦，但我认命，有我一口吃的
就有你一口吃的……”

随着病情一天天加重，曾令贵态度
越来越坚决，甚至以放弃治疗等方式要
挟。“吃药、上吊，他前后5次以死相逼。”
林义凤介绍。在曾令贵的数次劝说下，林
义凤这才勉强同意跟黄友德过，但她有
一个条件：黄友德必须支持她继续照顾
曾令贵。为了不让林义凤受更多的苦，曾
令贵决定让林义凤离开自己，跟着黄友
德生活。

“夫妻”三人行
和现任丈夫共同照顾前夫

2013年7月，林义凤含泪和丈夫办理
了离婚手续，和黄友德生活在一起。勤劳
的林义凤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每

天她还是会回到前夫家里，帮忙洗衣做
饭，下田干活。

对于林义凤所做的一切，黄友德很
理解也很支持，善良的黄友德常帮忙取
药送药，很多时候还会送些饭菜。他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林义凤过得好
一些，同时也能够帮助曾令贵在治疗上
减轻一些压力。“律师给我说，从法律上
说我们两个可以不管他，但是我做不到，
老婆更做不到。”黄友德介绍说。

“老曾这个人心好，我不可能丢下他
不管。”身边也有人劝林义凤，甚至有人
觉得她傻，可是她却从未曾想过放弃，特
别有了黄友德的默默支持，她相信，三个
人总会熬出苦日子，盼来个希望。

采访过程中，林义凤告诉记者，虽然
感觉自己的命很苦，但遇到的两个男人
都是好心，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曾令贵的
病情能够好一点，“日子能够多过两天。”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撞坏车牌留条道歉
获“天天正能量”三等奖

昨日，“天天正能量”第123期获
奖名单公布，6个正能量人物共获得
3.3万元奖金。其中，由成都商报推
荐的撞坏车牌后，留字条主动道歉
的中和中学初三学生柏宇，获得三
等奖及正能量奖金1000元。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通过电
话将获奖喜讯告诉了柏宇，对于这份
奖项，柏宇感到非常意外，她说，很多
同学都知道了这个事，感觉自己突然
有了压力，不过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
鞭策。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全国课改先锋
齐聚资阳谈课改

昨日，首届青年骨干教师专业发
展论坛暨中国好教育联盟联合体同
课异构年度冠军课博会在资阳开幕。
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等为全国16
个省市的近千名青年骨干教师做了
专题讲座，45名中国好教育联盟联合
体各省联盟的赛课冠军通过献课分
享课改经验，上百名各省联盟课改学
校校长也进行了畅谈和共谋课改。

论坛上，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
生、教育名家李凤遐等做了专题讲
座。谈及课改和教师的专业成长，魏
书生认为，教育需要守住好的教育经
验，如寓教于乐和因材施教，守住教
师自己的长处，守住学生的长处，懂
得发现、珍惜、坚守和发扬。在新一轮
课改中，资阳中学将完善和推进三七
导学案编制和课堂教学模式作为课
改主要内容。此外，还创新开设个性
化选修课，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爱好
加入学生社团，各年级备课组负责学
生社团，定期不定期组织讲座和社团
活动，将学生社团活动与学生选修课
程学分认定相结合。

今日，9个科目的45名中国好教
育联盟联合体各省联盟赛课冠军将
通过献课分享课改经验，各省联盟
的上百名课改学校校长也一起畅谈
各自学校的课改经验，共谋课改。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广 济 镇 南广 济 镇 南
岳村岳村5959岁的村岁的村
民曾令贵躺在民曾令贵躺在
床上床上，，身患重病身患重病
的他不停咳嗽的他不停咳嗽
着着。。病床前病床前，，前前
妻林义凤搂着妻林义凤搂着
他的脖子为他他的脖子为他
喂药喂药，，前妻的现前妻的现
任丈夫黄友德任丈夫黄友德
端来温开水让端来温开水让
他 服 药他 服 药 ，，这 种这 种

““夫妻夫妻””三人行三人行
的场景已经持的场景已经持
续两年续两年。“。“要是要是
没有她没有她，，我都死我都死
了好几回了了好几回了！”！”
说起前妻说起前妻，，眼泪眼泪
在曾令贵眼眶在曾令贵眼眶
里打转里打转，，林义凤林义凤
轻轻转过身去轻轻转过身去，，
悄悄悄悄用衣角抹用衣角抹
去了眼泪去了眼泪。。

丈夫患病后怕拖累妻子，为妻子介绍对象……

妻子离而不弃 和现任丈夫一起照顾病重前夫

2015
“平安成都·铁拳行动”

截至本月23日
铁拳行动查处违法案件100余件

12月11日凌晨2时许，金牛分
局巡警防暴大队一中队民警苏伟
一带领辅警6人在金科路某小区
附近巡逻，挡获三名正在实施持
刀抢劫的违法犯罪人员，并将该
案移交金泉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
处理。目前，三名涉案嫌疑人已经
被金牛警方刑事拘留。

据统计，成都近期于全市
范围开展的“铁拳一Ⅲ”严打涉
黄涉赌违法犯罪集中行动，截
至12月23日全市立案查处黄赌
毒等违法犯罪案件100余件，打
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500余人，
收缴赌博机300余台，整顿取缔
违法场所24处。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摄影报道

举报毒品违法犯罪 青白江群众获10万元奖金

快递信息显示，目前邮件到了成都互换局

绵竹女子林义凤和现任丈夫黄友德照顾前夫曾令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