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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现金遗落出租车上
执着民警六次寻找追回
面对实证，出租车司机归还了朱女士钱包

结缘
同龄同高的袖珍夫妻
跨越千里走在一起

今年26岁的唐伟是江油市人，身
高只有1.2米。和他同年的妻子何娟
娟是甘肃人，身高也只有1.2米。两人
是从网络上认识，最后走到一起的。

因为身高，初中毕业后，唐伟便
回家养起了鸡鸭，结果因为生病，鸡
鸭全死光，亏了几千元。

从没出过远门的唐伟又决定去
北京打工，在KTV推销鸭脖子、冰激
凌等零食。只做了三个月，除去房租
生活费，几乎一分钱都没能存下。陌
生的大城市，唐伟没有去过任何一
个景点，能给他安慰的，是远在甘
肃、通过网络认识的何娟娟，有着相
同命运的两个人相谈甚欢。

2013年唐伟第二次出远门，到甘
肃上门提亲，何娟娟跟随唐伟来到了
四川老家。就这样，两个同年出生、同
样只有1.2米高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喂鸡养鸭风险太大，夫妻俩改
卖水果。家所在的双河镇逢双日赶

场，20公里外的永胜镇逢单日赶场，
小两口买了个电动三轮车两边跑。后
来，攒钱换了个燃油三轮车，别人坐
着开，唐伟只能站着靠着座椅才能踩
到油门。生意不好做，“像这个季节，
好卖的都容易坏，这个场没卖完，第
二天也坏得差不多了。”唐伟说。

2015年12月12日，儿子浩浩出
生。怀孕期间，唐伟没舍得让妻子干
活。身高1.2米的何娟娟当时体重达
到120斤，她却说“没觉得多累。”

救治
儿子严重先心病两度手术
夫妻在ICU门外守了两个月

变故发生在浩浩7个月时的一场
感冒，都以为是肺部感染，江油医院
的医生听诊时却听到心脏有杂音。

“刚开始说是圆卵孔关闭不全，问题
不大，一岁半再复诊。”唐伟说，但浩
浩越大反应越明显，有时难受哭久了
甚至晕厥过去，面部、脖子透着青紫。

一岁多的浩浩再次到医院检查
时，医生发现，浩浩有严重的先天性
心脏病，二尖瓣、三尖瓣重度反流、

重度肺动脉高压。“医生说，他从医
几十年，没见过这么小的娃娃这么
严重的心脏病，让送到成都去。”

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孩子被
送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17年
11月1日，浩浩接受了第一次手术。
唐伟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了6万元，由
在当地农信银行贷了5万元，才凑够
浩浩第一次手术的费用。

第一次手术很成功，只在ICU
住了8天。两个月后，浩浩又感冒了，
吃不下，再回到医院，不得不接受第
二次开胸手术。“第一次手术只做了
5个小时，第二次从早上8点一直到
下午5点半才出来。”唐伟说，医生走
出手术室时感叹，这次手术无异于
在悬崖上走钢丝，生死一线。

因为病情严重，浩浩第二次手
术后没能第一时间关闭胸腔，紧急
处理后又送进ICU。好不容易挨到
病情稳定准备转入普通病房，浩浩
又突发腹腔大出血，腹内压力把小
肚子鼓得老高，又只得紧急做了开
腹探查手术。就这样，浩浩在ICU里
一住就是2个多月。

入院时，唐伟买了一根折叠塑

料凳，和妻子守在ICU门外。“我总
感觉，他（浩浩）能感觉得到我们在，
可能是别人说的心灵感应，也可能
是一种（自我）安慰。”唐伟说，浩浩
情况不好时，夫妻俩通宵都不愿意
回去，就连除夕夜，一家三口也这样
隔着ICU的大门，过了新年。

负债
基金支持、网络筹款仍欠30万
想在成都摆个水果摊还债

“入院时就注意到这个家庭了，
确实很特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
脏大血管外科护士长白阳静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夫妻俩因为身高原因，
不能很好地照顾孩子，做手术那几
天，还是孩子奶奶来的。但他们从来
没在自己面前诉过苦、说过难，“ICU
在楼下，我去的时候，总看到两口子
守在门外。”白阳静说，一次看到浩浩
状况比较好，就拍了张浩浩的照片给
夫妻俩看，他们眼睛里都含着泪水。

6月20日，记者在江油市人民医
院见到了唐伟。何娟娟因为父亲病
重，已经赶回甘肃老家，是奶奶抱着

浩浩在医院长凳上，身边是浩浩的玩
具。见到陌生人，睡醒的浩浩有些怯
生，睫毛长长的弯弯的，像个洋娃娃。

回到家里，唐伟哄着浩浩掀开
了衣服，肚子上触目惊心的两三道
手术伤口，胸口上朝外的突起，诉说
着这个只有18斤的孩子，从鬼门关
走回来的艰难。因为生病，加上父母
遗传，浩浩比同龄的孩子要瘦小一
些。“生病之后没做过儿保，也不在
意他能长好高了，只要能健健康康
地长大。”唐伟说。

第二次手术花了44万，除了新
农合报销的、借亲戚朋友的，还在医
院帮助下，获得华西天使基金筹集
的5万善款。爱佑慈善基金也在第一
次手术时资助了2.7万，答应再资助
10万。即使如此，夫妻俩仍然欠款30
万元左右。“因为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贷款只交了一个季度利息，村上
帮我换成了无息。”唐伟说，想过把
2015年新修的安置房卖了，但农村
里的房子不好卖。

21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唐伟
所在村的村支部书记付江，他介绍
说，唐伟一家属于精准扶贫对象，之
前已为唐伟残疾解决了低保，现在因
为孩子生病致贫，父子俩每个月能有
近500元的低保金。孩子生病，按照新
农合报销政策，在可以报销的医药费
范畴，本人支付的部分不超过10%，
但是因为孩子病情严重，一直在成都
治病，跨区域的报销比例不同，有很
大一部分是自费。村上也正在积极想
办法，通过民政部门特殊救助，以及
帮忙扩散网络筹款。

“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朋友在
成都卖菜。”唐伟说，如果自己在成
都摆个水果摊，也能尽快把欠债还
上。而且离医院近，也方便浩浩复
查。但是，摆在面前的难题太多了。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慢性荨麻疹，中医又称瘾疹，是一
种皮肤出现红色或苍白色风团，时隐
时现的瘙痒性、过敏性皮肤病。其发病
原因和发病机制非常复杂，约3/4的患
者不能找到原因。常见的发病原因有
食物、吸入物、药物、物理因素、感染、
精神因素及遗传因素等。

我们特别邀请到成都市第二人民
医院皮肤科主治中医师程孝顶，他将
于今天15：00~16：00值守名医热线，如
果你或亲友有任何身体疼痛方面的疑
问，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拨打名医热
线60160000，与程医生直接交流。

程医生指出，根据病程长短，荨麻
疹可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荨麻
疹发作时间一般为几天或一两周；慢
性荨麻疹的发作通常反复无常，迁延
数月，经年不断。

中医治疗荨麻疹，首先需要寻找
病因，然后去除。对于难以发现病因
的，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对症治疗。慢性
荨麻疹大致可以分为：风寒束表证、风
热犯表证、胃肠湿热证和血虚风燥证
四类，而每一类的治疗方法都有差异。
风寒束表症荨麻疹的治疗强调梳风、
散寒、止痒；风热犯表证荨麻疹的治疗
讲究疏风清热止痒；治疗胃肠湿热证
荨麻疹，以疏风散表、通腑泄热为主；
而血虚风燥证的荨麻疹，以养血祛风、
润燥止痒为宜。

此外，治疗荨麻疹还有两种外治
方法。一种是穴位埋线，将外科可吸收
性缝合线植入相应的穴位，利用其持
续、柔和缓慢的刺激穴位来治疗慢性
荨麻疹。另一种是放血治疗，选取膀胱
经第一线梅花针扣刺拔罐，时间持续
10分钟为宜。

想知道更多的服务信息吗？赶紧
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
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目条的“今日服
务”，根据提示进入相应版块，即可直
通名医服务。 （陈阳春）

蹊跷/
万元现金遗落出租车
民警未问，的哥却先答没看到

在送过锦旗之后，朱女士又向苏祠
派出所的民警陈诚等人表达了感谢。

6月21日，朱女士向成都商报记者回
忆，4月29日晚，自己乘坐出租车去吃夜
宵。下车后不到两分钟，朱女士觉得手上
空落落的，才发现自己的手提包忘在了出
租车上。此时出租车已经开走，并没有索
要票据的朱女士，也记不得出租车牌号，
便急匆匆跑到附近的苏祠派出所报了警。

“20时35分左右，朱女士前来报案
说，把钱包丢在了出租车上，里面有
11000多元钱。”当晚值班民警陈诚接
到朱女士报警后，根据其提供的上下
车地点，通过天网监控的筛查，寻找到
搭载朱女士的出租车司机刘某的信
息。20时50分许，陈诚联系上了刘某。

让陈诚没想到的是，自己刚向刘
某表明身份，还没有提及钱包的事，刘某

就主动说，“我已经又载了两拨客人了。”
陈诚当时就觉得事有蹊跷。

寻找/
的哥多次撒谎否认
民警监控证实悉数追回

21时左右，陈诚带着朱女士在眉
山城区找到了正在载客的刘某，询问
之下，刘某说自己并没有捡到钱包，并
且在朱女士下车后又载了两拨客人。

“从失主丢包报案到我们找到刘
某，才过去了半个小时，于是就叫刘某
带着我们按照行车路线再走了一次。”
21时30分许，刘某载着民警和失主，在
岷江一桥下了车。

“他说第二批乘客就在这下的车
了，那个地方是一个城乡结合点，人很
少，也没有监控。”陈诚说，当时自己还
给了刘某10块钱车费，并告诉他，如果
捡到了失主的钱包，务必归还。

实际上，陈诚在车上就察觉到，刘
某神色慌张，言行举止有些不正常，再

加上此前电话里的回答，陈诚对刘某
产生了怀疑。

22时许，回到派出所后，陈诚和其
他同事立马调取了监控，发现监控中刘
某的行车路线和他说的路线并不相符。
22时30分左右，民警再拨打刘某电话
时，却发现联系不上了，始终无法接通。

第二天早上8时30分许，陈诚和朱女
士通过出租车公司，调取了刘某驾驶的
出租车监控。民警在监控中看到，朱女士
下车后，一位乘客带着小孩上了出租车
的后排。“当时小孩看到了钱包，交给了
大人，那个乘客又将钱包递给了刘某。”

确定是刘某捡到钱包后，10时30
分左右，陈诚前往刘某的家中。看到民
警到来，刘某拿出了钱包，11600元一
分不少，但他仍然没有悔意，还辩称：

“最后收车时才看到钱包，钱都没动
过，本来是打算今天交到公司去的。”

最后，民警对刘某进行了严肃的训诫。

民警/
执着寻找是因为有科技
也有没找到的时候

6月21日，成都商报记者致电刘
某，表明来意后，刘某拒绝了采访。

此事件中，民警非常执着：监控、
电话、现场寻找，还自己花了10元钱乘
车核实行车线路。陈诚告诉记者，朱女
士只是个平常的报案人，无论谁来报
案，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要百分百争取。

在陈诚看来，朱女士的钱包能找到，
除了自己的原因，还要感谢日益发达的
科技。陈诚说，自己执着的原因，是刘某
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寻常，在发现其行
车路线不对后，几乎能确定刘某在撒谎。
但要有证据，还需要监控，所以，陈诚才
前往调取了出租车监控，拿到了实证。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像朱女士这样
幸运，从警5年来，陈诚也接到过类似的
报案，但由于没有影像等证据，也有未
帮报案人找回失物的时候，很遗憾。

拾金
而昧

“如果当时司机就直接把钱包还给我，我一定会给他发个红包以示感谢。现在只觉得这个人太没有素质了！”虽然事情已经过
去了一个月，但6月21日说起此事，朱女士依然觉得非常气愤。

一个多月前，家住眉山的朱女士在去吃宵夜的路上，将装有11600元钱的手提包遗落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刘某拾到后多次
否认。眉山市公安局东坡区分局苏祠派出所民警陈诚和同事先后通过监控、电话联系、掏钱乘坐出租车等证实，最终，刘某如数把
钱归还失主。

四川新念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新年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拾得他人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失主有权要求返还。如果金额较大
（1万元以上）且拒不归还，占为己有的，则构成侵占罪，要承担刑事责任。

▶20时35分许

朱女士报警，称装
有11600元钱的包遗落
在出租车上。

▶20时50分许
民警陈诚联系上了

该出租车司机刘某，还
没询问，刘某便否认，称
自己已载过两拨客人。

▶21时许

陈诚等人找到刘
某，刘某再次否认。

▶21时30分许
陈诚等人上车，让

刘某按照之前的行程再
走一次，刘某仍未归还。

▶22时许

陈诚回到派出所，发
现监控中刘某的行车路线
和说的路线并不相符。22
时30分许，陈诚再拨打刘
某电话时，却联系不上了。

▶次日8时30分许

陈诚来到出租车公
司调取出租车监控，确认
钱系刘某捡到。

▶10时30分许

面对来到家的陈诚
等人，刘某拿出了钱包，
一分不少，但他称：“最后
收车时才看到钱包，钱都
没动过，本来是打算今天
交到公司去的。”

捡到失物有义务归还
拒不归还涉嫌侵占罪

出租车司机捡到失
物，是否有义务归还？如
果拒不归还，又会产生什
么样的后果呢？

四川新念律师事务
所主任王新年律师表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拾得
他人遗失物应当归还失
主，失主有权要求返还；
如果金额较小拒不归还，
失主则可通过民事诉讼
要求返还。如果金额较大
（1万元以上）且拒不归
还，占为己有的，则构成
侵占罪，要承担刑事责
任，处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北京蓝鹏（成都）律
师事务所律师王英占也
认为，该出租车司机涉嫌
侵占他人财物，朱女士可
以要求出租车司机返还；
同时由于该乘客与出租车
公司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
关系，出租车公司应保障
乘客的财产安全，也可要
求出租车公司返还，并赔
偿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蒋麟

律师
说法

儿子严重先心病
夫妻俩坐小板凳守在ICU外两个月

6月20日，唐伟带着浩浩到
江油市人民医院复查。两岁半的
浩浩大概有60厘米高，差不多是
爸妈身高的一半。是的，唐伟和
妻子身高都只有1.2米左右。

2013年，唐伟和何娟娟因
为相同的命运走到一起，在老
家江油靠卖水果维持生活。
2015年底，儿子浩浩出生，不
料孩子7个月大时被确诊患有
严重先天性心脏病，接受了两
次手术，第二次因病情严重，在
ICU一住就是2个多月，唐伟和
妻子就搬着小凳子守在ICU
外，甚至通宵不愿回去。

治疗荨麻疹
中医讲究对症下药
四川名医“名医热线”直通专家为你答疑

扫
码
关
注

﹃
成
都
商
报
四
川
名
医
﹄

今日
服务

朱女士向东坡警方送来锦旗 魏春明供图

第一次手术前一家三口合照唐伟抱着第二次手术后的浩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 第
18165期开奖结果：302，直选：
3702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
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5958
注，每注奖金173元。（10570986.3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 第
18165期开奖结果：30257，一等
奖 ：29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46226537.06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第18077期：131010001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79期：31101001

体彩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足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8165期开奖结果：
90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双色球”第2018068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13 16 05 06
19 02，蓝色球号码：03。

福彩

袖珍夫妻救子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