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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务工受骗 被困马来西亚机场

热心华人自费送22名中国工人回家

“就等着新鲜虫草上市，去年买
了，品质不错，今年多买点！”“买了
新鲜虫草该如何保存呢？”昨日，成
都商报买够网将举行第二届新鲜虫
草特卖会的消息发布后，随即有许
多市民打进热线咨询相关情况。

买够网生活馆店长高伟表示，本
次特卖会仍是由买够网与虫草原产
地的一手供货商联合举行，所有虫草
都是今年刚从藏区草甸高原采挖的，
每一根都裹着泥土，保证品质。市民
现场购买后，专业人员会教授如何保
存，现场也有专业机器进行抽真空包
装。此次特卖会推出了多种规格的新
鲜虫草，特卖价低至28元/根。

此外，应市民要求，买够网生活
馆还将同步特卖一批精选的那曲干虫
草，多种规格，特卖价格从198元/克~
368元/克不等。马上就是母亲节、端午
节了，如果你想为父母长辈、亲朋好友
送礼，不妨来逛逛虫草特卖会。

鲜草面市时间短

俗话说“宁要虫草一把，不要金
玉满车”，由此可见虫草的珍贵。在
我国，虫草与人参、鹿茸一起被称为
三大补品。每年4～6月都是虫草采
挖季。从外观上看，新鲜虫草显得湿
润饱满，且颜色非常鲜活；从营养上
看，新鲜虫草含有数十种活性成分。

此前，买够网举办的虫草特卖
会都是以干虫草为主，这是因为未
经晾晒、风干的新鲜虫草保存不易，

运输、储存都是难题。即便
是在产虫草的高原地区，
新鲜虫草的供应期间也只有一
个多月，每年采挖季，很多当地
人都会把刚刚采挖来的新鲜虫草直
接食用，而一旦错过了这个时间，如
果想再吃新鲜虫草，就要等到第二
年了。

“去年，我们和虫草原产地的一
手供货商想了很多办法，解决了从
高原地区直运蓉城的冷藏保鲜难
题。”高伟表示，去年买够网举行的
首届新鲜虫草特卖会大获好评，甚
至有许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托人前来

购买。今年市民想买新鲜虫草的呼
声很高，所以，买够网生活馆将从本
周五起举行第二届新鲜虫草特卖
会，而且为了方便大家购买，特卖会
将举行10天。

鲜草论根卖

传统的干虫草都是论重量称
售，但新鲜虫草中含有水分，如果也
按照此方法来出售，对购买者来说，
价格中无疑含有了“水分”。

“在虫草的原产
地，交易新鲜虫草都

是按根卖的，这
是传统。”高伟表
示，为了让市民
品尝到今年头批
高品质的藏区新
鲜虫草，买够网
特卖会也将按根
来出售虫草，多
种大小规格，特

卖 价 从 28 元/根 ~98
元/根不等，“市面上鲜草的价格一般
比干草要贵几块到十多块，但我们特
卖会还是秉承货真价实、回馈市民的
理念，算下来和干草价格差不多。”

至于精选的干虫草，仍是论重
量卖，除了常见的几种规格，每天还
将限量推出一公斤超值特价干虫
草，特卖价低至98元/克，如果是买
来自己打粉吃，那是相当划算哟。

（余兰）

低至28元/根
藏区鲜虫草明起特卖

应市民要求，买够网生活馆将同步特卖原产地直供的干虫草，价格优惠

干虫草特卖价
规格 特卖价
2500头/500克 198元/克
2000头/500克 248元/克
1500头/500克 298元/克
1000头/500克 368元/克

新鲜虫草特卖价
规格 特卖价
0.3克/根 28元/根
0.5克/根 38元/根
0.7克/根 58元/根
1克/根 98元/根

买够网生活馆
新鲜虫草特卖会

时间：2017年5月5日
（本周五）~14日（下周日）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
牌坊街185号（省档案馆隔
壁），可以乘坐4、7、37、62、
340路公交车抵达附近。自
驾前往，有停车场。

咨 询 热 线 ：
028-86626666（广告）

另：每天限量1公斤超低价虫草，98元/克，先到先得。
门店地图

新鲜虫草

多名中国工人被骗

今年53岁的成都人张少忠曾
在多个建筑公司上班，今年3月他
在逛街时了解到了一则马来西亚
的招聘简章。“招聘单位说的是中
建三局，工资有9000到10000多元，
工资押月发放。”张少忠找到了发
出该则招聘的“成都市金堂县亨通
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对方介
绍，工作地点位于马来西亚，工程
的建设方正是“中建三局”，且工作
期间，食宿全包，只需缴纳2万元中
介费用，即可安排前往当地上班。

第二天，张少忠便做好了体检，
缴纳了所需的各项材料和1.5万元的
费用，“另外5000元是在广州机场出
发时交的。”4月4日凌晨张少忠登上
了前往马来西亚新山的航班，当日
在广州机场会和的还有来自山东、
河北、江苏等地的20多名工人。

张少忠介绍，到达马来西亚
后，同行的人被分成了两拨带走，
去往不同的工地，前来接机的车辆
也并非建筑公司的，而是租用的社
会车辆。工地“老板”将张少忠等人
安置到了工地内的一间工棚里，而
此前承诺的食宿全包在此时却也
全部需要自行解决。在签订劳动协
议时，“中建三局”竟也变成了一家
名为“华东远智建筑工程（马来西
亚）有限公司”的建筑公司。“工资
每月只发60%，剩下的40%要年底

才发，算下来平均一天的收入也就
100多元。”张少忠怀疑，自己可能
受骗了。

于是，多名工友商量，决定放
弃工作，同时与国内的职介公司取
得联系，要求重新安排工作，并返
回机场做好回国准备。无奈，重新
安排工作的计划受阻，回国也遭到
了不顺。由于语言不通，身上没有
足够的现金，无法购买回程机票，
在机场滞留期间又同时面临着机
场方的驱离，一行22人陷入了困境。

张珮娟仗义相助

在机场滞留期间，一位华人面孔
的年轻人出现在了机场，几个中国工
人走上前尝试着打招呼，没想到，这
位年轻人还真给他们带来了转机。

得知他们的遭遇后，年轻人安
慰他们，让他们不要着急，并给自
己的母亲打了电话。不久，一位大
姐赶到了机场，她正是62岁的海外
华人张珮娟，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马
来西亚。了解到工友们的情况后，
直觉告诉张珮娟，工友们十之八九
是受骗了，在这之前，她已经遇到
了多个具有类似经历的中国工友。

“她帮着我们与机场协调，询
问最近的航班情况，最后给我们在
机场旁边订了一个酒店，让我们住
进去，还给大家买了回国的机票。”
异国他乡，陌生大姐伸出的援手让

张少忠感动不已。
张少忠介绍，前后共有22名工

友在张珮娟的帮助下返回国内。至
于为什么愿意去帮助这些工友？张
珮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将心比
心，如果我在落难时有人帮助我，
我肯定会希望有人帮助自己。对他
们而言，回家最重要，在机场的这
个期间，如果我不帮助他们，他们
可能会滞留很久，会被人赶走，让
他们住酒店就不用脱衣服睡在地
上了，还可以洗澡。总之，能帮助到
他们我很开心。”

职介公司：已退还中介费

2日，记者与成都市金堂县亨
通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取得联
系，据该公司一名负责人介绍，公
司也是受害者之一，招聘信息是从
其他中介处获取的，目前公司已经
停止了所有的面向马来西亚的业
务，对于之前因为信息有误而受到
损失的工人，公司已经拿出了一部
分资金垫付给工人，将所收中介费
全额退回。

张少忠向记者表示，目前已经
拿回来当初所缴纳的15000元中介
费。另外的5000元，则还未退回成
功，“他们说需要联系广州那边当
时收钱的公司再进行办理。”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实习生 岳依桐

“祝各位中国帮的兄弟朋友们五一劳动
节假日快乐，更上一层楼。”5月1日一早，一
个名为“中国帮”的微信群里，远在马来西亚
的“三姐”一早就在群里向大家问好。群里共
有14个成员，除了“三姐”外，另外13名成员
分别来自四川、山东、河北、江苏等地。

一个月前，一群来自全国多地的工人，在
职介公司的安排下，从各地出发前往马来西亚
务工。然而现实情况与去之的承诺完全不符，
工人们决定即刻返回国内。但由于环境陌生加
之语言不通，工人们被迫滞留在了当地机场。
就在这时，“三姐”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三姐”本名张珮娟，是居住在当地海外华
人。张珮娟自费为工人们订下了酒店，并购买了
回国机票。在她的帮助下，前后共有22名工友
顺利的返回国内，一共花去了3万余元人民币。

游客突发哮喘
拥堵路段打开生命通道

“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一名来
自德阳的游客在蒲江樱桃山景区突发
哮喘，蒲江县交警大队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对3公里拥堵路段实行了临时管
控，在沿途车辆的配合下，拥堵路段变
成了蒲江县人民医院救护车的专用车
道，最终帮助患者顺利转院并得到了
及时救治。

执勤民警根据交警大队的指令，
先将两条单向通行的公路上两个车道
的车辆，并到一个车道，接着在双向两
车道通行的蒲丹路执勤点进行临时管
控，为救护车腾出两条逆行的通道。执
勤民警韩虎说，在进行管控前，他向就
近的车辆驾驶员告知有一辆救护车需
要借道接一位病危群众，“对方只是点
了一下头，没有多问，后面的司机也没
有出现卡位和狂摁喇叭的状况。整个
交通管制过程用了15分钟左右，救护
车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将患者接到了
蒲江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根据患者
的情况判断，患者属于支气管哮喘急
性发作，“如果不及时得到救治，完全
有窒息死亡的危险。”目前，患者高珺
已经康复回家，她说：“当时的场景我
至今难忘，感谢蒲江的交警和群众。”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夏雨

3日下午，一位热心女士赶到医
院，为小洛捐出了1万元治疗费用，
从发起捐款到3日下午4点半，不到
20小时，为小洛发起的医疗费众筹
项目已收到37927.12元，达到预期筹
募金额，项目自动关闭。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联系到成都
商报，联合报社奖励医护人员们一
万元。考虑到小洛的医疗费用已经
筹满，几名年轻医生一致决定，将这

笔奖金捐给成都市慈善总会下设的
晨燕爱心传递帮扶个人基金，以用
作更多符合救助条件的白血病患儿
的救治。

下午4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热
心女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她赶到
医院儿科病房，在周晨燕医生的帮
助下，将1万元善款捐到了为小洛发
起的众筹医疗费的项目中。因为这
笔1万元的善款，为小洛发起的众筹

项目于下午四点半左右成功筹集到
了37927.12元，高出预期筹款金额
36300元，项目正式关闭捐款通道，
捐款将用于小洛后期的治疗和复诊
所需费用。在得知小洛的医药费筹
够了，不善言辞的小洛父亲在病床
旁默默地抹着眼泪。

感动于4名“80后”医生的大爱
精神，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
平台特地联系到成都商报，想要联

合报社奖励医生们一万元。“让人感
动的是，他们每天要面对那么多患
者，处理那么多琐事，却在这繁忙之
中，关注到一个孩子的去和留。只因
为，那关系到一个生命。”天天正能
量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医生朴素的
心里，一定坚守着“悬壶济世”的信
条，他们怀揣着金子般的心，以一种
对生命不离不弃的情怀，把自己的
良心当作承诺和责任的阳光，最终

用爱心和真诚谱写出一曲最美的生
命赞歌。

考虑到小洛的医药费已经筹
满，4名医护人员一致决定，将这一
万元钱奖金捐给成都市慈善总会下
设的晨燕爱心传递帮扶个人基金，
主要用于在省医院治疗的白血病及
有需求、又符合救助条件的患者，以
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3名驴友深夜被困九峰山
民警奋战12小时救援

5月2日21时30分，3名登山爱好者
被困在九峰山上一悬崖边，由于泥石
流道路中断无法下山，在山上通过微
弱的手机信号报警。彭州白水河派出
所接警后立即联系消防官兵、当地政
府和九峰村义务巡逻队组成了一支20
余人的搜救队伍，向九峰山进发。此时
山上正下大雨，并发生小面积泥石流
和山体滑坡，救援队伍加快了上山营
救受困人员的步伐。

凌晨3时，救援人员终于在九峰村
祖师殿悬崖边找到3名被困人员，所幸
没有人员伤亡，救援队伍通过绳索顺
利将被困3人救下。3日9时30分，经过
12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队和被困
人员终于安全到达山脚，民警对被困
的3人进行安全教育，3名被困人员也
对救援人员表示感谢，随后安全离开。

彭州警方温馨提示：雨季将至，龙
门山地区在地震后土质松动，极易发
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请广
大登山爱好者珍爱生命，谨慎进山。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不到20小时筹满3万余善款4个80后医生找回孩子 追踪

张珮娟与中国工人合影（受访者供图）

张少忠感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