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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记者从成都市教育局了解
到，市教育局正式推出成都最全电子
求学地图，该地图与大家日常使用的
电子地图不同，其功能主要在于帮助
家长“查询学校”。据介绍，电子求学地
图一共录入了成都2140所中小学（幼
儿园）的位置信息，家长只需点击某一
区域，该区域内的所有学校，便会全部
在电子地图上立刻弹出，这样一来，家
长便能直观地看到该区域所有学校的
名称和位置，而不再需要一所一所地
去打听和搜索。

不仅如此，家长们还能从地图上
直接点进“成都市中小学（幼儿园）信
息大全”，了解学校的办学性质（公办
或民办）、详细地址、咨询电话、办学规
模、文化特色等，还可链接进入学校官
网了解更多信息。此外，和大多数电子
地图一样，求学地图也具备“到这里
去”或“从这里出发”的学校公交、驾车
路线查询，以及学校附近银行、宾馆等
便民信息的查询，实现了一站式服务。

使用手册使用手册：：
如何打开电子求学地图？

打开成都市教育局官网（http：//
www.cdedu.gov.cn/），在页面上方“办
事服务”的菜单栏中，选择“学校地图”
或“学校信息大全”即可进入。
如何使用地图？

使用过程中，点击左侧“学校名
称”图标，选定具体学校后，可在地图
上显示出该学校位置。左侧可查阅该
学校详细地址和咨询电话、学校网址、
办学理念、办学规模等内容。
如何搜索学校？

平台可以进行模糊和精确查询，
在找学校的输入框中，输入要找的学
校，点搜索即可。比如搜索“石室”，网
页左侧即会显示出和“石室”相关学校
的列表，右侧地图即会标注出和“石
室”相关的学校位置。
如何使用工具条？

如果不愿用键盘，市民可以使用
分类来搜索要找的地点。在地图左下
方的工具条，点击“分类”，就会自定义
范围进行搜索，选择即可。左侧上方会
显示相关学校的列表，右侧地图即会
标注出相关的学校。
电子地图还有哪些功能？

电子地图提供学校周边街区功
能，可以先查询出该位置，然后使用它
属性中的“在附近找”“到这里去”“从
这里出发”功能。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讲起孩子，夫妻俩脸上就泛着
光，“我们两个娃儿听话，读书也还
可以。”潘金莲说自己没读多少书，
小学没有毕业。“但孩子能读书，我
们就想方设法也要让他们读。”

“你看我们这嘛，不读书，就
困在这里。”王德忠说，孩子有出
息，就是一家人的希望。王德忠有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但都在外地

安了家。家里还有70多岁的老父
亲、老母亲，母亲在家做饭，见到
记者就迎进家，“快来烤哈火”，堂
屋的炉子旁，暖烘烘的，老人又把
烟找了出来。老父亲也在干着农
活，不远处，老人家正将木柴绑在

“背架子”上往家里背。“你少背点
嘛”，潘金莲朝着公公喊，然后低
声说，身体不太好了，喊他不做，

他又停不住的。
已经下午4点了，母亲做好了

午饭，站在院子里朝着对面山坡
喊，“饭好啰，吃了又去嘛”。老人
家说，早饭吃得晚，11点才吃，“农
村人嘛，想好久煮起吃就好久煮
起吃。”夫妻俩也扯着嗓子答应，

“马上回来了。”声音响亮，在宁静
的山村里回荡。

11月28日下午，记者找到潘金
莲和丈夫王德忠时，夫妻俩正在地
里挖天麻，他们在地边生了一堆火，
男人挖，女人捡，手冻着了，就蹲下
来烤会火。潘金莲40岁，王德忠44
岁，夫妻俩和气、淳朴，一说话就笑
起来。“天麻哪贵嘛，种得不多，大概
能挖300斤，大的1斤能卖个10元左
右。”王德忠蹲下来，歇一口气。

高峰村很偏僻，海拔两千多
米，位置跟名字一样，就在山顶
上，翻过山，就是陕西省的宁强
县。从镇上到村上有10多公里，一
条乡村公路有一段还没有硬化，
山高路险，即使不下雨不下雪，有

些路段，摩托车也要推着走。“以
前去趟镇上，两头不见天。”潘金
莲说，路是两年前修通的，修起后
还是方便很多，以前去赶场，天不
亮就要出门，天黑了才回得了家，
一个月差不多才去趟镇上，都是
确实需要买点生活用品才去。

上个星期，潘金莲和丈夫刚
从内蒙古打工回来，这是潘金莲
第一次出去打工，在一家工厂给
工人煮饭。他们刚回来，高峰村就
下了一场雪。“得赶回来，要把地
里的天麻挖出来。”潘金莲一边
说，一边捡选着天麻，她把大的捡
在一个筐，小的捡在另一个筐，

“大的要卖得贵点。”
王德忠出去打了十多年工

了，做木工活，去内蒙古、新疆，每
年出去半年多。回到家，王德忠是
一名村医，有人喊，就背着药箱
去。近一点的也自己上门求医，在
地里挖天麻的时候，就有人在对
面的院坝里喊，“回来给我打个
针。”王德忠行医20多年了，20岁
就跟师傅学成出山。

“不出去打工滚不走啊，两个
娃儿读书，一年要花五六万。”王
德忠说，村子里人口不多，就那么
几百人，两个孩子一个在读大学，
一个在读高三。

“你这样采访，会不会有什么
不好。”潘金莲有些担心。聊了半
晌，她说，其实自己无所谓，是怕
孩子看了受到影响，“我不能让两
个孩子受任何伤害。”王德忠开玩
笑说，“你看，你这下要成名人了，
说不定还喊你去拍电影。”潘金莲
哈哈笑，“我又不稀奇当个名人。”

“名字都是父母取的，自己也
没有在意，农村人，哪个晓得这些
嘛。”潘金莲说，她第一次知道《水
浒传》里的潘金莲，还是20岁左右
看连续剧的时候。“好像是20岁
吧，那时候刚刚通了电。”潘金莲
不是很确定，抬头问丈夫。潘金莲
说，她的娘家“也是附近的”。潘金

莲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知道这个
名字后，她一开始还是觉得有点
不好，但改名字也很麻烦，“想想
就算了。”夫妻俩说，村子里没有
谁拿她的名字开过玩笑，都很正
常啊，他们喊她“金莲”，也喊“嫂
子”、“孃孃”。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路修通以前去趟镇上，两头不见天”辛劳

欣慰 “两个娃儿都听话，读书也还可以”

坦然 “村子里没有谁拿我名字开过玩笑”

““一个名字而已一个名字而已
有什么要紧的有什么要紧的””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热映，在广元朝天区大滩镇，潘金莲正过着普通而坦然的生活……

冯小刚和
刘震云合作的
电影《我不是
潘金莲》正在
热映，女主角
因为一场离婚
官司搅动各级
官员，也纠结
了自己几十年
的光阴，就是
要证明一个
“我不是潘金
莲”的答案，因
为，戏文里的
潘金莲早就在
中国传统道德
语境下成为一
种“坏女人”的
象征。但事实
是，是不是潘
金莲又怎样？
一个名字或者
一句话有必要
那么死磕下去
吗？在广元市
朝天区大滩镇
高峰村，就有
一个女人名字
真的叫潘金
莲，但她的日
子过得普普通
通，对于这个
“巧合”，她说，
“一个名字而
已，有什么要
紧的？”

成都市教育局
推出成都最全电子求学地图
共录入2140所中小学校（幼儿园）信息

●●2020来岁才知潘金莲来岁才知潘金莲
她20岁左右看连续剧才第一次知道潘金莲

●●没因为名字被取笑没因为名字被取笑
村子里没有谁拿她的名字开过玩笑

●●唯一担忧的是孩子唯一担忧的是孩子
她称自己无所谓，只怕孩子看了报道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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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与丈夫在地里挖天麻

刘小姐怎么也没想到，距离自
家直线距离不超过40米的同一小区
内的另一栋房屋的一楼，会是让62
岁母亲张女士丢命的地方。11月13
日，想要就近买房的父母在龙泉驿
区炜岸城二期内闲逛考察时，母亲
张女士从一楼客厅的一个洞摔到了
4米深的地下室，头部及全身左侧受
伤，5天后抢救无效死亡。洞是怎么
来的？刘小姐称，事后开发商、承建
商、物业都没有解释，她准备寻求法
律途径解决。

该房屋的承建商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事发房屋尚属于施工中，一直
在外面设置了“禁止入内”的标识，
原本应该在15日交房。对于此事的
处理，将会与死者家属协商或者走
法律途径解决。

看房过程中
从客厅洞口摔下地下室

2009年，重庆人张女士跟随女

儿刘小姐在成都生活。去年，女儿在
龙泉驿区炜岸城二期购房后今年交
房，张女士和丈夫寻思，也在炜岸城
二期小区里买一套房子，方便就近
照顾女儿。

11月13日上午11点过，张女士
和丈夫刘先生、侄儿小张出门，准备
看看小区内其他新房。“当时临近饭
点，我就说那你们去逛逛，差不多时
间回来吃饭，我在家做饭。”女儿刘
小姐回忆。但仅仅十多分钟后，刘小
姐接到表弟小张的电话，称张女士
在1楼摔了。

“当时出去散步，姑姑（张女士）
和姑父走前面，我走在后面。”表弟
小张说，看着距离不远，就拐进了25
栋3单元101房。101房距离张女士家
的直线距离不超过40米。事发后，小
张当即冲出去找物管求救。

张女士是从1楼一个约4米深的
洞摔到负1层的，两层楼之间没有楼
梯等上下楼联通设施。1楼客厅有一
个约2平方米的整齐大洞，恰好在一

间卧室的拐角处，从卧室内外出客
厅，很容易掉下去。

“沿途也没有看到禁止入内的
警示标识，本来都是房门大开随便
进入的。”表弟小张回忆。刘小姐表
示，“如果是施工的房子更不可能，
（事发地）和周围的楼栋都是互通
的，没有打围，没有人看守，没有安
全标识，大门、单元门、入户门全部
处于打开展示状态。”刘小姐还向记
者提供了一张事发照片，当时大洞
周围没有护栏设施，照片上的范围
也看不到警示标识。

当事人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楼栋已经上锁

“物管来了后也没有办法，当时
没有找到软梯、绳子之内的攀爬设
施，两楼之间也没有任何连接。”小张
当时很着急，“当时姑姑已经没有意
识，不停有血冒出来。”随后，119消防
队员把人救了出来，120急救医护人
员把伤者送往省人民医院城东病区。

11月18日，张女士经抢救无效
死亡，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
写到，死亡原因：“高坠伤，脑疝”。

11月27日，成都商报记者跟随
刘小姐再次来到事发地。目前，事发
地单元门已上锁，进门处也有醒目
的“当心坑洞注意安全”的标识。透
过玻璃窗，记者看到事发地大洞周
围已安上护栏，而在张女士摔倒位
置还有明显血迹，旁边相邻同样户
型的客厅大洞也安装了护栏。

“让我们家属很气愤的是，期间
没有任何一方来解释，到底那个洞是
咋回事，后续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有
一个说法、一个道歉。”刘小姐很气

愤，“原本计划今年年底我就举办婚
礼，现在（母亲）再也没有机会看我穿
上婚纱了。”目前，刘小姐一家已通过
律师，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承建商称
事发房屋仍处施工期

11月27日，开发商四川炜岸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多位工作人员称，对
此事并不清楚。昨日，开发商营销部
有关人员表示，不清楚此事由哪个部
门负责，但应该有人在处理调查。成
都商报记者留下联系方式，但截至记
者发稿时，仍没人与记者联系。

昨日，炜岸城物业服务中心负
责人武先生透露，因事发地尚未交
付到物业，不属于物业管理范畴。昨
日，承建商相关负责人江先生透露，
按照原计划，本月15日会交付房屋
给开发商，而11月13日（事发日）在
打扫卫生。“也不知道当时业主是怎
么进去的，我们在外面设置了‘正在
施工禁止入内’的标识。”江先生表
示，洞口设置的目的是1楼通往负1
楼地下室的楼梯，“前期施工期间用
木架围起，后来要交付给开发商就
拆掉了，因为设计图纸上就没有（这
方面的装置）。”对于前期木架打围
的照片，江先生表示没有拍摄。

11月13日出事后，临时设置了
铁质的围栏把洞口围住了。“我们施
工都是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江
先生强调。对于此事，江先生表示，
出于人道主义可以同死者家属协
商，“业主也一直没有来找我们协
商。”同时，他建议家属也可以走司
法途径来解决此事。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张直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

对于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人来
说，冬季是“最难熬”的季节，寒冷刺
激会使原本稳定的病情加重，令不
少人的关节疼痛不已。

类风湿专家介绍，类风湿是风
湿病的一种，常表现为关节疼痛、肿
胀、功能下降，病因目前虽尚未明
确，但很多研究表明类风湿与遗传
因素、感染因素密切相关。类风湿关
节炎的疼痛最常见部位为腕关节、
掌指关节和近端指间关节；其次是

脚趾、膝、踝、肘、肩等关节。疼痛多
呈对称性、持续性。类风湿多发生于
35 岁~50 岁人群，女性是男性的 3
倍，可谓“女性的致残杀手”。类风湿
关节炎的致残率在所有关节病中居
前列，若早期没有得到正确控制，关
节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僵硬、畸形，并
伴有骨和骨骼肌的萎缩。

为何包括类风湿在内的风湿病
人会在寒冷季节或寒冷潮湿的环境

出现病情加重？类风湿专家说，因为
关节部位的抗寒能力本来就差，冷
刺激又会令肌肉和血管收缩，加上
类风湿已出现病变的关节对气温变
化敏感，这些因素均导致关节疼痛
加剧。此外，冬季气候寒冷，易发生
感冒、扁桃体炎、肺炎等各种感染，
而感染又是诱发或加重类风湿关节
炎病情的重要原因。

专家提醒，反复出现关节及

软组织疼痛、红肿、僵直或伴不明
原因发烧等症状时，建议做相关
检查，以便及早判断是否患有类
风湿关节炎。一旦确诊，必须坚持
规范治疗，保护关节功能，延缓骨
质破坏。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邀请到类风
湿专家为你值守，如果你也有类风
湿关节炎困扰，即日起可拨打四川
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咨询。

冬季类风湿高发 控制是关键

15岁少女生下女儿后失踪

孩子患脑瘫
收养家庭陷困境业主母亲小区逛逛 意外坠洞身亡

事发房屋是否处于施工期双方说法不一，家属表示将走法律途径解决

事发地：炜岸城二期

死者家属
事发地和周围的楼栋是互通

的，没有打围，没人看守，没有安全
标识，且大洞周围没有护栏设施。洞
是怎么来的？家属称，事后开发商、
承建商、物业都没有解释，准备寻求
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承建商
事发房屋尚未交付仍处施工

期，不知业主当时是怎么进去的。洞
口设置的目的是一楼通往负一楼地
下室的楼梯，前期施工期间用木架
围起，后来要交付给开发商就拆掉
了。愿与死者家属协商，也建议家属
走司法途径解决。

此前，大洞周围没有护栏设施
（家属提供）

事发后，救援人员正在施救（家属提供）

如今，洞口四周安装了铁质围栏

今年 4 月，家住宜宾市翠屏区李
庄镇南胜村的袁勤收养了初生婴儿豆
豆，没想到，这之后幸福和忧虑如影随
形伴随着他们。幸福的是孩子为家里
带来了许多快乐，忧虑的是孩子已四
次住院治疗，并被确诊为脑瘫。更麻烦
的是，由于豆豆的生母是一名15岁的
初中生，生完孩子后消失无踪，袁勤一
家至今没有完善收养手续，也无法为
孩子上户籍。

33岁的袁勤是宜宾市屏山县新安
镇龙桥村人，后来跟着丈夫王华强搬
到翠屏区李庄镇南胜村定居。夫妻俩
一直想要个孩子，可怀了三次都未成
功。2016年春节，同村村民唐某的同居
女友找上门，说她姨侄女怀了孩子，准
备送人领养，袁勤夫妇答应下来。此
后，袁勤到唐某家看望准妈妈时才知
道，孕妇小芬还是个初三学生。“这么
小的孩子怎么就怀孕了，胎儿的父亲
是谁？”但小芬和她妈妈都拒绝回答。

今年4月8日，小芬生下一个5.2
斤的女婴。孩子生下后，护士抱着孩子
让小芬看了一眼。因孩子感染新生儿
肺炎，并伴有生产挤压伤，头部有肿块
而送到 ICU 救治。袁勤说，考虑到要
收养孩子，就支付了生孩子的费用，并
在医院照顾小芬，“小芬没再看过孩子
一眼，出院后悄无声息地走了。”

后来，袁勤发现孩子有病，不想继
续领养。小芬的母亲便打电话给另一家
人，但对方听说孩子有病，也不要。“小
芬妈就说没人要算了，把孩子丢在医院
外面，让她自生自灭。”41岁的王华强于
心不忍，“孩子毕竟是一条生命，怎么能
说丢就丢了呢？”做泥工手艺的王华强
收入还算不错，花点钱给孩子治病，他
还花得起。最后，夫妻俩还是决定收养
孩子，并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豆豆。

豆豆的到来，为家里带来了不少
乐趣。袁勤从工地上辞工，在家专门带
孩子。而王华强则更卖力地干活，因为
豆豆每月近两千元的开销，让家里压
力陡增。但入秋以来豆豆开始接连生
病。11月22日，豆豆第四次入院，被宜
宾市第二人民医院确诊为脑瘫。袁勤
告诉记者，这个结论对他们来说是最
大的打击。

袁勤说，由于小芬生完孩子就离
开了，联系不上。他们没办理合法的收
养手续，这导致豆豆至今未入户籍，没
法享受医疗保险。“现在治疗费花了4
万多，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家里将无力
承受。”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