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陌生人字条相助
被撞车找到肇事者

““凌晨成都的街头凌晨成都的街头，，很美很美””

陌生人留字条：肇事车是辆宝马

昨日凌晨1点过，在西村一家咖啡馆和
朋友小聚后，王涛准备驾车回家。上车前，他
随手拿起了卡在挡风玻璃与雨刮器之间的
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引起了他的注意：
肇 事 逃 逸 车 ，一 辆 3 系 宝 马 ，车 牌 ：川
A×××××，时间：21：40左右。留纸条的人
还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并提醒他“可查
天网，（事故地点）正在天网下面”。

走到自己的雷克萨斯SUV旁，看到右侧
前后门被撞出明显的凹陷，王涛才恍然大
悟，自己的车被撞，肇事者跑了，正好被这位
目击者看到。“一个陌生的目击者，居然写下
这张字条，帮我挽回损失。”王涛说，自己很
感动，他随后与留字条的热心人取得了联
系，确认了事故的细节。事后，他发朋友圈
称：“凌晨成都的街头，其实很美……”

热心人：现场很多人帮着记信息

这张字条，是在西村玩耍的阿左留下
的。他说，当时天色已黑，“宝马车撞车后，我
站在10多米外的地方向他喊了一声，对方停
顿了一下直接开走了。”

阿左说，现场很多人都在谴责这位宝马
车司机，“一位外国朋友将一张纸条递给了
我，上面记下了宝马车车牌，但我觉得不是
很清楚，就重新写了一遍，真正记下车牌和
事故发生时间的是那位外国朋友。”

另外，细心的阿左还提醒被撞车主路口
有监控，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我想万
一对方需要证人，可以给我打电话。”

为何这么做？阿左说，总觉得宝马司机
的这种行为不好，“如果不站出来，那么受害
车主不仅不能挽回损失，更无法让肇事者对
类似事情引起重视。”

肇事司机：当时在打电话 没意识到撞车

王涛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根据保险公
司定损评估，车辆维修费用需要约1万元。
根据字条上的信息，他于17日上午向交警
部门报案，交警通过事发地的监控视频，
确定正是一辆宝马车，并很快找到了宝马
车司机。

宝马车司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晚
自己从西村出来，得知孩子生病，一直在和
家人通电话，“一边打电话一边开车，因为
开空调把车窗关上了，没意识到撞了车”。
其称，直到接到王涛的电话，他才知道当晚
撞了车。双方取得联系后，于昨日下午一同
回到事故现场。宝马车司机称，将全力配合
王涛对车辆进行维修，“在修车期间所需的
代步费，我也愿意承担，毕竟这件事我应承
担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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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 5”第 17222 期排

列3直选中奖号码：707；排列5中
奖号码：7074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7222期开奖结果：

731。●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双色球”第2017096期开奖
结果：红色球号码：12、19、02、06、
29、11，蓝色球号码：06。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成
都

今日
尾号
限行5 0

今日 多云 24℃~31℃
南风1~2级

明日 多云 25℃~30℃
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护士剪掉长发 捐给癌症患者做假发

2015年，朱道珺偶然看到一条微博，国
外一个8岁男孩，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将头发蓄
长，然后捐给慈善机构，帮助因化疗失去头发
的小朋友。男孩称这就是自己想做的事。

2011年，从护理专业毕业的朱道珺一直
从事护士工作。在工作中，她发现不少癌症
患者因接受治疗而脱发，尤其是年轻患者，
心理上受的打击特别大。“如果能够帮到他
们，我想我愿意。”她说。

朱道珺想到了自己及腰的长发。“我也
犹豫过，毕竟留了这么多年长发。”但做了决
定后，她没有太多犹豫，还得到丈夫的支持，
便毅然剪掉陪伴自己多年的长发，并按捐赠
要求的长度，清理好之后寄给了北京一家肿
瘤医院，在那里，有专门的公益机构将头发做
成假发，赠送给符合条件的癌症患者。

同事接力捐长发 希望给孩子做榜样

“从没留过那么短的头发。”朱道珺开玩
笑说，觉得被镜子里的自己“闪瞎了”。可能觉
得个人的力量太小，她将捐赠经历和捐助要
求和流程做成了图片，发在了朋友圈。许多同
事、好友看到后，纷纷询问她具体的捐赠要
求和地址。同事赵金兰听说了她捐赠长发的来
龙去脉，“当时就想把长发也剪了捐出去。”

三四个月后，赵金兰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又想起捐头发的事，“本来孕期剪短发就
要方便些，以后也能告诉孩子“你还在妈妈
肚子里时，妈妈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赵金兰说，于是她也决定捐赠长发，并不顾
理发师的劝告付诸行动。

另一位同事听说朱道珺捐头发一事后，
也将10多岁女儿的长发剪短，捐了出去。“捐
头发的同事，有四五个吧。”朱道珺说，还有
些高中同学也捐赠了自己的长发。

医院联合公益组织 发起捐赠活动

捐赠的头发都寄到了哪里？做成的假发
会怎样提供给患者？16日下午，成都商报记
者根据朱道珺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该院患者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2014年起，医院
联合公益组织，在国内首次发起捐赠活动。

“癌症患者因治疗而脱发，会影响他们

的心理状态。”工作人员介绍，志愿征集来的
头发会交由专业的爱心企业制作成假发，提
供给有需求的脱发贫困癌症患者。癌症患者
可以通过申请、核实得到捐赠的假发。

为什么要用真发来做假发？工作人员解
释，人工合成的假发虽然价格便宜，但免疫
力低、容易感染的癌症患者并不适用，而且
也不是每个患者都能承担用真发制作的假
发价格。“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好处，特别是
帮助他们重返社会。”

什么样的头发符合捐赠条件呢？“有效
长度在30厘米以上，2年内没有烫染过，用皮
筋扎成一束，就可以了。”

深夜的成都街头深夜的成都街头，，
一张字条让车主王涛一张字条让车主王涛
（（化名化名））感到暖心感到暖心。。1616日日
晚晚99点过点过，，成都西村附成都西村附
近的路边停车场近的路边停车场，，他的他的
越野车被撞了越野车被撞了，，肇事司肇事司
机驾车离开了现场机驾车离开了现场。。

正当王涛寻找肇正当王涛寻找肇
事者无门时事者无门时，，一张夹在一张夹在
他车上的纸条为他指他车上的纸条为他指
明了方向明了方向：：纸条上写明纸条上写明
了肇事车辆的车型了肇事车辆的车型、、车车
牌号等信息牌号等信息，，并提醒他并提醒他
附近有天网附近有天网。。最终最终，，在在
这张纸条的帮助下这张纸条的帮助下，，他他
顺利找到了肇事者顺利找到了肇事者。。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成都设立首个
劳动仲裁快处审理庭

昨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近
日，成都高新区率先在成都市设立的
首个劳动仲裁快处审理庭（以下简称

“快处庭”）进入试运行阶段，快处庭处
理的首宗案件从受理到仲裁结果送达
仅用时20多天，比普通流程快了近两
个月。根据成都高新区制定的快处庭
办案制度与规则，案情简单、证据确
凿、诉求单一、争议不大的劳动争议案
件将交由快处庭快速办理。这一举措
将进一步提升办案效率，促进和谐劳
动关系构建。

首个快处庭设立在成都高新区劳
动争议仲裁庭桂溪审理庭。桂溪街道
兼职仲裁员周能介绍，快处庭初期在
设定开庭上限的情况下，每周可多处
理5-10人的仲裁请求，预计每年可以
多处理260-520个案件，将极大地提
高办理效率。

在成都高新区仲裁庭统筹安排
下，群体性及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将纳入快速处
置程序。案情复杂、涉及金额较大的案
件，仍按原有程序排庭审理。

据悉，8月为快处庭试运行阶段，
在周六当日只安排2~3个庭，9月快处
庭将正式启用，审理的案件也逐渐向
小（规模小）、少（金额少）、简（诉求单
一）方向倾斜，加快开庭频率。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警官，麻烦你帮帮我！”8月5日下午6点
40分，一位自称姓彭的中年女士找到了正在
人民公园地铁站A出口执勤的协警曾礼炳，
称自己在乘坐42路公交车时，不慎将钱包掉
在公交车上，下车后才发现。

“其实我也没有坐过42路，对于路况并
不熟悉。”曾礼炳随后骑着巡逻电瓶车载上
彭大姐，开启手机导航去追公交车，“当时
是下班高峰期，公交车行驶速度较慢，彭大
姐说公交车要过建设路，我觉得应该可以
追上。”

从人民公园出发，巡逻电瓶车经少城
路、祠堂街拐入西御街，在人民南路调头后
驶上东御街。但在东御街与顺城大街丁字路
口，不熟悉路的曾礼炳走错了路——拐向了

反方向的大业路，随后他只得通过锦兴路、
红星路四段到达滨江东路，再沿此路拐入一
环路东四段，最后沿着一环路驶入建设北
路。“路上走错了两趟，问了七八个人，包括
交警、交通协管员、市民等。”

到底拐了多少条巷？曾礼炳说记不清
了，“大概路程走了7公里，花了半个小时左
右。”最终，他将彭大姐送到了42路公交要经
过的建设路中站，然后马上折返，“因为还在
上班中，不敢耽搁。”离开时，他嘱咐彭大姐，

“你在这里等42路公交车，跟公交司机说明
情况后就上车找包，如果没找到，再向42路
公交车终点站调度室求助。”

当晚，曾礼炳再次联系上彭大姐，对
方表示已经成功拿到丢失的钱包，“非常

感谢。”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彭大
姐，彭大姐透露自己是资中人，今年52
岁，当天乘坐42路公交将钱包放在侧门
旁边，在省医院站下车准备换乘时将钱
包忘在了车上。“包里钱不多只有400元
左右，但里面有我的身份证、手机和我儿
子的社保卡。”

彭大姐透露，当天在站台等待约10分钟
后，她就上了一辆42路公交车，“我跟司机师
傅说明了情况，师傅把我载到公交车调度
室，在那里找到了钱包。”

第二天下午3点过，彭大姐再次来到派
出所，专程向曾礼炳感谢。“我当时准备拿
100块钱感谢曾警官，钱还没有摸出来就被
拒绝了，真的非常感谢他。”

一块招牌散落在路边，执法人员
驾驶挖掘机正在执行拆除工作，十几
分钟后，建筑轰然倒下……这里是成
华区双庆路加气站附近的老妈兔头
土鸡汤所在处。“这家店以前总是开
到深夜，很扰民。”直到拆除时，万年
场附近居民才知道，由于所在位置是
市政绿地规划区域，这家餐饮店其实
是一个违建。

昨日上午9点55分，随着一声巨
响，成都市规划执法监督局联合成华
区政府等有关部门，对这片占地约300
平方米的玻钢结构的违建实施了强制
拆除，十几分钟后，这处违建就已成为
平地。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开业前，这家
餐饮店所在位置是一片草地，属于绿
地使用性质。“餐饮店负责人始终没取
得规划许可手续，就侵占绿地修建营
业用房并经营餐饮。”由于餐厅经常深
夜营业，市规划执法监督局之前接到
不少群众投诉，“主要都是噪音的问
题”。随后，市规划执法监督局开展调
查举证工作，要求店主拆离，并向餐饮
店发出了《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
设决定书》《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
设决定书公告》等执法文书，但店主拒
绝自行拆除。

接下来，市规划执法监督局相关
负责人透露，待土地清理完成后，将恢
复其绿地使用性质，计划将修建绿地
公园。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双庆路餐饮违建开拆
未来将建绿地公园

为帮市民彭大姐为帮市民彭大姐
追到遗失在追到遗失在4242路公交路公交
车上的钱车上的钱包包，，青羊区青羊区
公安分局汪家拐派出公安分局汪家拐派出
所协警曾礼炳骑着电所协警曾礼炳骑着电
瓶车瓶车，，带彭大姐追了带彭大姐追了
整整整整77公里公里，，最终帮她最终帮她
顺利拿回了落在车上顺利拿回了落在车上
的钱包的钱包。。

创新创造 / 优雅时尚 / 乐观包容 / 友善公益

护士妹妹护士妹妹，，你的短发更你的短发更““美美””

剪掉及腰长发
捐给癌症患者

一
缕
青
丝

献
爱
心

一
个
钱
包

警
民
情

协警追了7公里
帮市民找回钱包

““记不清到底拐了多少条巷记不清到底拐了多少条巷””

两 年 时 间 过两 年 时 间 过
去去，，2929岁的护士朱岁的护士朱
道 珺 又 已 长 发 及道 珺 又 已 长 发 及
腰腰，，让她开心的不让她开心的不
是 又 一 次 长 发 飘是 又 一 次 长 发 飘
飘飘，，而是头发长度而是头发长度
又达到了可以捐赠又达到了可以捐赠
的标准的标准。。最近最近，，她打她打
算再次剪掉长发算再次剪掉长发，，
寄出一份时隔两年寄出一份时隔两年
的善意承诺的善意承诺。。

20152015年年，，朱道朱道
珺剪掉留了多年的珺剪掉留了多年的
及腰长发及腰长发，，捐给了捐给了
北 京 一 家 肿 瘤 医北 京 一 家 肿 瘤 医
院院，，为接受治疗而为接受治疗而
脱发的癌症患者定脱发的癌症患者定
制假发制假发。。随后随后，，她把她把
自己的捐发经历和自己的捐发经历和
流程做成图片发在流程做成图片发在
朋友圈里朋友圈里，，在她的在她的
影响下影响下，，同事同事、、朋友朋友
也相继捐出了自己也相继捐出了自己
或家人的长发……或家人的长发……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护士小朱剪发前后对比图 受访者供图

陌生目击者留下的字条和被撞的越野车 受访者供图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陈薪屿 摄影
报道

钱包遗失在公交车上，曾礼炳载着彭大姐去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