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让人翻开的木匣子
发现了多张黑白老照片

“这个木匣子里，就是父亲的一
生，和牵挂。”11月6日，儿子兰亚新
说，盼望着有更多的情况反馈回来，
解开谜团。

兰荣生前是云南省保山监狱的
一名退休职工。今年6月，在位于云南
施甸县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6岁。

兰亚新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
发现一张黑白老照片，照片里是一位
年轻貌美的女子，高鼻梁，大眼睛，梳
着时髦的长发。这张照片被锁在一个
小木匣里，兰亚新介绍，这个枣红色
的木匣子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
平日放在父亲的床头。在世时，父亲
从不允许别人翻他的木匣。

带着疑问，兰亚新继续整理父
亲的遗物，他又发现了与这个女子
有关的两张黑白照片，一张是穿着
西装的父亲与她的合影，她穿一身
浅蓝色的旗袍，挽着父亲的胳膊，笑

意盈盈。另一张是四个人的合影，穿
着军装的父亲和她坐在前排，她的
双手叉在一起，搭在父亲的肩膀上，
头斜靠在一起，显得非常亲昵。

她到底是谁？

至死未公开的寻亲启事
寻找姐姐、姐夫以及前妻

在父亲的遗物里，兰亚新还发
现一张手写在便签纸上的寻亲启
事，从笔迹上看，正是父亲所写。内
容如下：

兰荣，男,现年84岁，四川省青
神县人，现居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
县姚关镇，寻找以下亲人：

唐玉山（姐夫），现年88岁。兰叶
冰（姐姐）。

桑秀珍，后改名李秀珍（前妻），
芒市土司桑克胜之女儿，青年时留
学仰光，后去了台湾。

按照年龄推算，兰亚新猜测这
份寻人启事写于2005年。孙春龙等

人查阅芒市土司资料，发现有一位
名叫方克胜的土司，后前往台湾，于
1983年去世。

兰荣所说的桑克胜，是不是方
克胜？

兰亚新想起来，父亲在世时，曾
隐约说过，他曾有过一个妻子，是一
位土司家的女儿。

这一等，一生都没消息。
“照片中的女子，可能就是父亲

的前妻。”看到这些资料，兰亚新有
些愧疚，母亲去世后，父亲曾念叨过
四川的家人，也说过这个前妻，但没
引起家人的重视。

为何要写寻亲启事？
或因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按照年龄推算，这份寻人启事
写于兰荣84岁，当时为2005年，兰荣
至死都没有公开。

在他84岁那年，又是什么驱使
他写下这封寻人启事？“之前，外公

告诉我们，他有个姐姐和姐夫。”张
锐刚表示，外公没有说，他还要寻找
这样一位前妻。“寻亲启事”在老人
健在时，被奉为“机密”，没有一位后
人知道全部的情况。

兰亚新和张锐刚等人分析，兰
荣是四川青神人，可能是因战争到
了云南，后居住在此，随着年龄的增
大，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就越发强
烈，所以才写下了这封寻人启事。

除了不被告知的“寻亲启事”和
照片，还有兰荣一直不愿过多提及
的身世，等待着后人寻求解答。

关于兰荣的过去，兰亚新从小就
觉得是一个谜，他曾问父亲，但是父
亲不愿意讲，总说：“等以后再说”。

直到兰亚新母亲去世后，兰荣
才道出了自己的些许经历，他将自
己的简历刻在与妻子的合葬碑上：

（兰荣）四川省青神县南门外上
牛市人，生于1921年10月30日，1937
年毕业于四川省简师，时值国难当
头，遂弃文从戎……1945年抗战胜

利后随军至老挝、越南等地接受日
本投降，后回国退役经商。

对于参加抗战的经历，除了刻
在墓碑上的寥寥数语，兰荣从来不
愿意与孩子们提起。甚至当地很少
有人知道他是老兵，致力于寻访和
关怀抗战老兵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
金会孙春龙等人，亦从未获得这位
老兵的任何信息。

已联系上四川亲人
但其前妻暂无消息

获知这个故事后，孙春龙很感
动，他将兰荣的故事发布到网络，并
发动网友帮助兰荣寻找姐姐和前
妻。很快就有了进展，11月5日，成都
商报记者从张锐刚处证实，11月2
日，他已与四川青神的表哥唐成刚
取得联系，双方不日将见面。

张锐刚说，找到后，他与唐成刚
通了很久的电话，全家人都非常高
兴、非常开心，因为帮外公找到了亲
人。“只可惜外公不在了，这一天来
得晚了些！”

根据张锐刚提供的联系方式，
成都商报记者与唐成刚取得联系，
其称，自己是兰荣姐姐兰叶冰和姐
夫唐玉山的孙子，遗憾的是，爷爷和
奶奶多年前已经去世。

“奶奶在世时，也嘱咐过我们要
找幺舅公（兰荣），我们也多次前往缅
甸等地寻找过，但没找到。”唐成刚
说，自己会择时前往云南，一来与幺
舅公的后人见面。二来也想尽力完成
幺舅公的心愿，帮助其找到其前妻。

虽然兰荣的姐姐、姐夫的后
人已联系上，但兰荣的前妻仍暂
无消息。

网上，孙春龙等人还在请网友们
帮着寻找方克胜在台湾或者云南芒
市的后人，他是否有一位名叫秀珍的
女儿。“如果她还在世，告诉她，他将
她的照片珍藏一生，而且一直试图得
到她的消息。”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华西标准”打造社区医生
解决患者对基层医院的信任问题

分级诊疗，让小病、常见病留在
基层就诊，首先要解决的是，让患者
信任基层医疗机构，愿意到基层卫
生医疗机构就诊，这就需要提高基
层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按照“华西
标准”培训基层医生，使其对常见病
的诊断诊疗达到华西第二医院规范
化培训医生的要求水平，授予其“联
盟医生”称号。

“解决患儿家属对基层医院的
信任问题，让他们感受到，基层医院
的医生也是有能力对常见病进行判
断和诊治的，进而愿意就诊。”四川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林介绍说。

今年5月，“华西妇儿联盟”在成
都开展“成都市基层医生儿科医疗
能力”相关培训，对400余名基层医
生进行基础技能、临床思维、典型病
例等方面培训。8月，首批“华西妇儿
联盟”医生考核，通过严格的笔试、
面试，仅有15名基层医生获得了“华
西妇儿联盟”医生认证，其中，高新
区有6名社区医院医生获得认证，将
获得川大华西第二医院“联盟医生”
标志授牌。

“不是原来想象的，是华西第二
医院的联盟医院就都是联盟医生，
而是对行医能力的认可，对疾病、特
别是儿科常见病的判断和处置能力

的认可。”川大华西第二医院院长刘
瀚旻介绍说，对于已经成为联盟医院
医生的，也会对基层医院病历抽查、
病人随访复查情况，考核其在行医过
程中需要提高的地方，出现问题的医
生，将会被取消联盟医生称号。“对联
盟医生人数没有限制，合格一个，认
可一个，但也是有激励和有控制的。”

培训分为线上和线下，20堂线上
常见病诊断培训，加上病例讨论，以及
线下的现场培训，“前期我们做了4场
基层医生的培训，每场200多人次。”刘
瀚旻说，通过信息化平台，基层医生不
仅可以随时观看线上课堂，还可以在
线与专家医生进行病例讨论。

全国首创“华西妇儿联盟”落地
双向转诊保障绿色通道

在基层医院，由于检测水平和
辅助诊断设备等限制，可能会对诊
断和治疗有些疑难，加上，患儿的病
情发展较快，提高基层医院医生的
诊疗水平对于患儿诊治还远远不
够。这就需要双向转诊渠道的畅通，
对于病情严重、需要转诊的患者，开
通绿色通道。

“华西妇儿联盟”还将与北京、上
海、杭州等多个城市医联体共同完成

“儿童疾病分级诊疗试点实践效果评
价性研究”课题项目，成都高新区是
该课题项目在全国的首个试点区。

“把优质的知识体系输送到基
层医院和基层医生，同时，也需要一
个良好的双向转诊的渠道。”刘瀚旻
说，2016年，“华西妇儿联盟”已经成
立，但前期主要针对医生的培训，此
次在高新区开展试点，是真正的落
地，开放转诊绿色通道，通过“华西
妇儿联盟”分级诊疗转诊系统，快速
直接转诊至川大华西第二医院。“基
层儿科医生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
留住该在基层就诊的病人，及时转
诊应该转诊的病人。”

“相应的，情况好转进入恢复
期、需要随访和持续检查的患者，我
们也会及时转诊回联盟医生处进行
随访复诊。”刘瀚旻说，孩子在家门
口接受治疗，降低院内交叉感染的
概率，也减少家长陪护的时间成本。
同时，慢性疾病的随访复诊也将逐
步转回基层医院。

高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纳入试点

成都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
业局卫计处处长田军介绍说，高新区
共有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中政
府公办7家，三甲医院领办1家，民营
医院1家，此次“华西妇儿联盟”试点，
首先在7家公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
展。“在专家指导下，基层医生学习如
何精准化诊治、开处方，以及如何用

药控费，比如说不能滥用抗生素。”
同时，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获

得“华西妇儿联盟”标识的社区医
生，挂号方式与此前并无变化。高新
区南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儿保
医生游玲是首批获得“联盟医生”称
号的社区医生之一，7日中午12点，
带着孩子来做儿保的家长络绎不
绝。首次联盟医生考核，南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4名儿科儿保医生均通
过考核。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讲得非
常清晰。”游玲说，专家医生的诊断
思路比基层医生清晰得多，以前拿
捏不准是否应该转院的病例，经过
培训，就可以清楚地判断。“比如说，
一个持续高烧的患儿，伴有呕吐、拉
肚子等症状超过两天，我们就会根
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存在轻中度的
脱水，如果是，就通过转诊渠道向上
转诊，否则重度脱水会引起循环衰
竭，需要抢救，这是社区医院不能治
疗的。”游玲说，而一些疾病看上去
症状明显，但其实病情并不严重，在
社区医院就可以处理。

“以前感冒之类的，都是直接去
华西第二医院。”带着2岁女儿来做
儿保的周女士（化名）告诉记者，有
了“华西标准”的社区医生，感冒发
烧就不用跑那么远了。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叶燕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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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急诊爆棚，排队
挂号的家属和患者排到了
医院门外，但经过询问，大
部分的患儿都只是发烧感
冒。这样的情况，即将发生
改变。

11月7日，成都商报记
者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
院获悉，为了更合理地配置
医疗资源，四川大学华西第
二医院牵头在四川省内成
立区域性专科医联体“华西
妇儿联盟”，首先在成都高
新区试点，并将在成都高新
区的基层医疗机构实现全
覆盖。据悉，“华西妇儿联
盟”还将与北京、上海、杭州
等多个城市医联体共同完
成“儿童疾病分级诊疗试点
实践效果评价性研究”课题
项目，成都高新区是该课题
项目在全国的首个试点区。

“华西妇儿联盟”，按
照华西第二医院规范化培
训医生的“华西标准”，对社
区卫生中心的医生进行规
范化培训，达到完成要求水
平的，授予“华西妇儿联盟”
联盟医生标识，这意味着，
在社区医院，就可以享受到
华西标准的医疗服务。

今日
尾号
限行 3 8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成都 今日多云间晴 13℃~23℃
南风1~2级

明日 阴 16℃~20℃
南风1~2级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7304期排列3

直选中奖号码：444。排列5中奖
号码：44413。●电脑体育彩票
“七星彩”第17131期开奖号码：
659349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7304期开奖结果：

109。●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17131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7、27、10、
01、11、26，蓝色球号码：11。备
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 96岁的老兵兰荣与世长辞后，后人们整
理遗物时，打开了平日里放在他床头锁着的小木
匣，在世的时候，兰荣从不允许别人翻他的木匣。
匣子里，有一份兰荣至死都没公开的寻亲启事：
寻找姐姐、姐夫和前妻。此外，还有一位年轻美貌
女子的照片。

■ 这名女子是谁？这封寻人启事，兰荣至
死都没有公开，到底有什么故事？

■ 11月6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兰荣外孙张
锐刚处证实，通过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孙春
龙等人帮助，其已和现居住在四川省青神县的
外公姐姐的后人联系上。遗憾的是，目前外公
的前妻暂无线索。

从遗物中翻出一张寻亲启事
家人为96岁老兵寻亲成功
目前已联系上他在四川的亲人 其前妻尚无线索

全国首创！“华西妇儿联盟”试点成都高新区

按“华西标准”打造社区医生

弱冷空气在路上
9日开始降温

尽管7日立冬，但成都却在阳
光的照射下洋溢着浓浓的暖意，
下午2点全市均温达到了23.8℃，
预计8日白天云系开始增多，部分
地区早间有雾，最高气温22℃。从
9日开始，弱冷空气将入侵，将恢
复阴天天气，最高气温将降至
19℃，夜间还有小雨相伴，受冷空
气影响气温将逐渐下降。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正能量”
讲座开讲

昨日，成都大学2017年秋季学期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与成都新闻实践》
系列讲座第四讲，在成都大学十陵校区
举行。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专题部副主任刘昭琪登台开讲，以“舆
论监督也是一种正能量”为题，为成都
大学广大师生带来了精彩讲说。

“新闻舆论监督就是把生活中出
现的违法、违纪、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
及行为，通过报道、评论、讨论、批评、
内参等形式曝光，从而形成一种有
效的舆论监督力量，对国家、政党、
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以
及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
行为实行制约。”刘昭琪通过大量新
闻案例，层层递进，条理清晰地讲述了
舆论监督是什么、舆论监督的有效形
式、舆论监督的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内
容。 成都商报记者 沈兴超

游玲在为小朋友做儿保检查

全国应急产业发展推进交流会
11月14日~15日在蓉举行

昨日，2017年全国应急产业发展
推进交流会暨2017中国（成都）国际应
急装备与技术展新闻通气会在成都举
办。记者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四
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7年全
国应急产业发展推进交流会”定于11
月14日~15日在成都市世纪城新国际
会展中心召开。同时，为充分展示国内
外应急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由四川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博览事
务局联合主办的“2017年中国（成都）
国际应急装备与技术展”定于11月14
日~16日，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
中心5、6号馆举办。

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召开
2017年全国应急产业发展推进交流
会，就是为了抓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印
发的《应急产业培育与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19年）》，推动应急产业进一
步加快发展，提升应急产业供给水平，
增强应急产业创新能力，促进应急产
品和服务推广应用。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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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50余万城乡特困人员
四川再次提高供养标准

四川省近日再次提高“特困人员”
供养标准，从2017年7月1日起执行。

据了解，农村特困人员分散供养
标准将不低于400元/月，集中供养标
准不低于500元/月；城市特困人员分
散供养标准不低于500元/月，集中供
养标准不低于600元/月。

“执行新标准后，将惠及全省 50
余万名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
四川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特
困人员”供养资金支出由各市（州）、县
（市、区）财政纳入预算安排予以保障，
供养资金已纳入省对市、县均衡性转
移支付及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
计算范围。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