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日上午，成都商报“九价宫颈癌疫苗
四川还未上市已有门诊可打？”消息见报以
后，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昨日上午 9 时许，成都市成华区卫计
局联合成华区食药监部门立即对辖区涉事
的民营医疗机构建兴综合门诊部开展了联
合调查。在现场，查获包装盒标注“GAR-
DASIL 9”的商品30余件。

经查，成华建兴综合门诊部既非可从
事疫苗接种的医疗机构，现场也不能出示
相关人员的接种资质。成都市成华区卫计
局现场下达了《卫生执法监督意见书》，叫
停该门诊部的注射疫苗业务，并明确要求
其不得超范围从事医疗行为。

目前，成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已介
入调查。

查获的30余件“疫苗”尚需鉴定

成华建兴综合门诊部到底能不能从
事九价宫颈癌疫苗接种？昨日上午，成华
区卫计局卫生执法人员在建兴综合门诊
部现场调查发现，成华建兴综合门诊部于
2009年经成华区卫计局批准设置，核准的
诊疗科目有内科、外科、口腔科、医学检验
科、中医科、妇科，但并非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指定可从事疫苗接种的医疗机构，且现
场不能出示相关人员预防接种专业培训
及考核合格证。

“从目前的资质看，这家门诊部并未被
批准进行疫苗接种，其接种人员也不能出示
相应的资质”。在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在门诊
部现场查到有包装盒标注为“GARDASIL
9”的商品共计30余件，“该商品是否为九

价HPV疫苗需由食药监部门定性”。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30余件未开封的

商品已经被就地封存。“目前成华区卫计局
已书面函告成华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请
该局对英文标识为‘GARDASIL 9’商品
的合法性进行协助调查。”成华区卫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对已封存的这批商品到底
是什么、是不是正规药品，这些问题将由食

药监部门进一步进行调查，对这批商品的
来源也将进行进一步调查。

将从快从重作出行政处罚

下一步，成都市成华区卫计局和成华
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将对事件进行进一步
详细调查，调查结束后将根据各部门的联
合调查结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成华建
兴综合门诊部从快从重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防止非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可从事
疫苗接种的医疗机构从事疫苗接种服务。

据介绍，目前成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
队也已介入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执法人员在现场调查 成华区卫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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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8日中
午，在成都商报记者的帮助
下，朱长秀与赖鹏通了第一
次电话，感谢他在那么艰难
的时候，还为邱澄澄的家人
保存了这样一份珍贵的礼
物，同时也感谢军人对灾区
的救援和帮助。

对此，赖鹏回答，“不
用感谢，这不仅是军人的
职责所在，也是人之常
情。”对他来说，这也是一
份意义所在。

这本十年前的日记
终于找到了它的主人家，
拾得者赖鹏也终于了却
十年的心愿。接下来，赖
鹏会来到绵竹，亲手将邱
澄澄的日记交还给她的
父母，由他们决定自己珍
藏或捐赠给绵竹地震博
物馆永久保存。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陈柳行

一份珍贵礼物
一份意义所在

邱澄澄母亲展示手机里女
儿唯一的一张照片

赖鹏当年参与救援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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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价宫颈癌疫苗”
哪来的？停！查！
成华区卫计局叫停涉事门诊违规操作 警方也已介入调查

九价宫颈癌疫苗
四川还未上市已有门诊可打？

法国，一个浪漫的国度；成都，天府之国，
蜀风雅韵秀冠华夏，优雅时尚的天府文化浸
润着这座城市。以文化为媒，当浪漫牵手优
雅，时尚比肩传统，会是怎样一场美丽的邂
逅？昨日，一场来自法国和中国摄影家的时尚
摄影联展《知尚》时尚摄影展在成都博物馆开
幕，拉开了由成都市人民政府、法国驻成都总
领事馆主办，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
办的2018“成都·法国文化月”的序幕。据悉，
在文化月期间，摄影展、交响音乐会、古典音
乐节等活动将轮番举行，一场场目不暇接的
视觉艺术盛宴将让观众大开眼界，大饱耳福。

40余幅新锐摄影作品参展

昨日的《知尚》时尚摄影展邀请了包括
“2017耶尔国际时尚摄影节”一等奖得主在内
的两名法国著名摄影师路易斯·戴斯诺丝和
保罗·鲁斯托，以及两名中国摄影师林志鹏和
刘树伟联合参展，展出了40余幅中法时尚领
域新锐摄影作品。

天府文化开放而兼容的文化态度与法国
有着诸多相同的特质，时尚与传统并存，多元
文化在这座中国新一线城市中和谐共融。

近年来，随着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国际
木偶艺术节、金砖国家电影节等诸多国际性文
化活动在成都的成功举办，大大提升了成都的
影响力。此次来蓉的法国摄影家也对成都赞不
绝口。

刚到成都不久的法国小伙子保罗·鲁斯
托说，“我发现成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文

化、建筑和风景都能很好地结合，也让人很放
松，而且这里的女孩子都很漂亮时尚，是一座
迷人的城市。”

《这火焰》音乐会今晚奏响

据了解，本次“成都·法国文化月”期间，
将举办《知尚》时尚摄影展和《这火焰》古典交
响音乐会，以及白鹿·法国古典音乐节等文化
交流活动，通过视觉艺术和舞台艺术的表现
形式，充分展现中法两国文化的多样性和鲜
明性，推动中法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促进两
国人文交流与合作。

今晚，将在成都云端天府音乐厅上演的
《这火焰》古典交响音乐会，出自奥菲欧 55
（Orfeo55）室内乐团。该乐团由世界著名女低
音歌唱家娜塔莉·斯图兹曼组建于2009年。此
次来蓉演出，该乐团将为成都观众演奏总共
18首乐曲，包括维瓦尔第、亨德尔、拉莫等人
的名曲。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时 逢 汶 川 地 震 十 周 年 纪
念，2018 年 5 月 4 日，经过反复
的思想斗争，赖鹏找到成都商
报寻求帮助，在电话中赖鹏说；

“希望日记中的所有人都一切
安好。如果会打扰到当事人及
亲属好友的生活，那就请不要
深入寻找了。”

经过近一周的寻找，成都商
报记者辗转找到了邱澄澄的老
师和父母，获得一个让人遗憾的
结果：邱澄澄在地震中遇难，永
远离开了深爱着她的父母。

2018 年 5 月 7 日晚，当赖鹏
得知日记的主人邱澄澄已经在
地震中不幸遇难时，这个曾经当
过空降兵的钢铁男儿流泪了。

寻找邱家父母几经周折。
2018年5月8日，借助邱澄澄日记
中留下的信息，记者联系到当时
东汽中学的美术老师刘成志，终
于找到了邱澄澄的母亲朱长秀。

看到日记上熟悉的笔迹，朱
长秀失声应道：“就是我女儿的
字，就是她的！我女儿的字写的
不是很好，但她是相当优秀的。”

邱澄澄是邱家人的骄傲，
“老师们对我女儿非常好，特别
喜欢她，都是叫她乖乖。”2008
年，邱澄澄就读于绵竹市汉旺镇
东汽中学高二文科班，正在准备

艺考，成绩很优异，排在东汽中
学年级第十九名，班上第二名。

那时候，朱长秀在经营服装
店，邱澄澄的父亲邱先发在跑货
车生意，“澄澄的理想一直很远
大，经常跟我说，妈妈，我们一家
人都努力，我一定会考上大学！”

十年过去了，这个家庭依然
还没有完全走出丧失爱女的伤
痛。排解思念的其中一个方式就
是看照片，朱长秀家里每个人都
有邱澄澄的照片，现在还把她的
照片贴在老家墙上。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 40 多岁
了，因为过度的悲痛，重创之下，
他们没能有机会再拥有一个自
己的孩子。许多人劝他们领养，
也都被邱先发拒绝了。“这么多
年就顺其自然。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才算是走出来了一些。”

在朱长秀心中，与女儿最深
刻的回忆停留在 2008 年的五一
假期。2008年5月1日，邱澄澄带
着妈妈的旧手机和三名同学一
起去往成都，参观了她们梦想中
的大学：四川大学。

看着日记里稚嫩又懂事的
话语，朱长秀诚恳地向记者表达
了感谢之情，“这本日记不值钱，
但它是一颗心，是我女儿留给我
们的最后礼物，比钱还值钱！”

十年来，来自重庆的赖鹏心里一直压着一本日记。
2008年，作为一名空降兵，在参与5·12汶川地震救援中，从绵竹汉旺东汽

中学的废墟里，拾起了多张沾满灰尘和血迹的日记本页，拼凑起来一个属于17
岁女孩邱澄澄的花季。

“当时我想，找机会找到它的主人，将日记本归还。”
5月4日，他打进成都商报新闻热线，委托记者帮忙寻找邱澄澄。

散落的日记：
废墟里捡起来的日记本 壳上布满了脚印

如今在重庆市交通执法总队就职的
赖鹏，心里有一个搁浅了十年的心愿。
2008年5月12日，空降兵某部连夜集结，
火速赶往灾区。作为该部的一员，赖鹏跟
随部队于5月14日抵达四川绵竹汉旺镇
东汽中学，参与救援工作。当时部队官兵
每天都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一天只能
休息3小时。赖鹏就是在这短暂的休息时
间中，发现了地上散落的日记本页。

“这本日记是5·12地震时，我在汉旺
废墟里面捡起来的。”赖鹏回忆，当时在
灾区救援时他发现一摞纸散落在废墟
上，“仔细一看，上面还有文字，猜测是日
记的主人匆忙落下的。”日记本壳上布满
了脚印，被丢弃在角落，日记本页也散乱
残缺。从内容看，日记的主人是东汽中学
高二的女孩儿，应该叫做“邱澄”或者“邱
澄澄”。

赖鹏的心结：
不知该以什么方式交还 曾想回到汉旺镇

“我也有写日记的习惯，当时在救援
的空隙，我也写了一些日记。”2008 年 5
月 13 日，部队发了新的笔记本，赖鹏把
捡到的零碎日记本页，贴在了新笔记本
上，接着在这本日记的后半部分记录下
自己抗震救灾时的点滴。

十年间，赖鹏搬过好几次家，这本日
记也像宝贝一样跟着他辗转。这些年来，
这件事一直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他的心
上，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把日记本
交还回去。

他一直在网上和贴吧中关注地震的
报道，看里面的寻人启事，遇难者的名
字，但都没有看到这个烂熟于心的名字

“邱澄澄”。他怀有一丝侥幸，女孩或许还
活着。十年了，她过得好不好？或许已经
考上了梦想中的大学，顺利毕业了？也许
已经组建家庭结婚生子了？赖鹏曾想过
回到汉旺镇找她，又怕打扰到邱澄澄平
静的生活和情绪。

但让他更害怕的，是面对一个可能存
在的悲剧。赖鹏介绍，这是他心中的一个结。

珍贵的礼物：
女孩母亲表达了感谢之情
这是女儿最后的珍贵礼物

那些曾感动
我们的名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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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满目疮痍已重回葱绿；悲伤哀恸化作生的动力。
___当年，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感动和激励着成千上万人收起悲伤，重建家园。
___10年里，这些闪亮的名字，已化为一个共同的符号，成为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的一部分。
___他们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他们的成长就是我们的成长，他们的收获就是我们的收获，

他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这本十年前的日记终于找到了它的主人家这本十年前的日记终于找到了它的主人家，，拾得者赖鹏也终于了却十年的心愿拾得者赖鹏也终于了却十年的心愿。。

日记第一篇开始于2007年
7月，止于2008年5月9日。邱澄
澄的日记里提到最多的，就是
高中的学习点滴和对未来大学
的憧憬——

2007年10月2日，她在日记本
上写下对未来的承诺“英语，我一定
要搞上去，Yes，I know I can。”

“冲——四川大学 等我喔！”
2008 年 1 月 14 日，记录了

对期末考试成绩的不满足，“将
来的生活有 80%都是由现在造
成的”，也偷偷讲述了“我认为
男女之间一定有纯洁的友谊。”

2008年3月9日，是一次朋
友之间的专业对谈，“今天，我和
王丽谈了有关专业的东西，我真
的发现竞争太激烈，只有不断夯
实基础，才有胜利的机会。加油！”

2008年4月12日，苦恼于什
么是真正的朋友，“真的真的好
诚心的想交你成为我的多好
friend，不管怎样，到大学，都还
联系，直到永远。”

2008 年 4 月 14 日，与闺蜜
之间的秘密分享，“荔枝，告诉
你一个秘密，我邱澄澄一定要
考大学！我们一起考大学，Go，
Go，加油！”

空降兵捡到遇难女孩日记 保存十年

日记日记

日记里提到最多的
是学习点滴
和对大学的憧憬

回家回家
赖鹏将零散的纸张一张一张拼凑起来，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整理成册

收
藏
或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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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浪漫之都邂逅天府之国
2018“成都·法国文化月”
昨日盛大启幕

《知尚》时尚摄影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