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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娃
罹患重病，“幸好脑子没问题”

今年 18 岁的袁秋，算是家
乡的“名人”，此前，之所以大家
称他为名人，并不是因为他做过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他的
境遇实在让人同情。

袁秋是重庆市永川区三教
镇人，家中至今还住在土墙房子
内，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台电视
机。袁秋3岁时被查出患进行性
肌营养不良症，出现肌无力和肌
肉萎缩的情况，双腿经常感到无
力。虽然家里多方为他医治，但
始终不见根本好转，后因家庭贫
困而停药。

而后，袁秋父亲又患肺癌去
世，留下两个孩子与母亲相依为
命。父亲过世后，哥哥也因患上
和袁秋一样的病症，在床上瘫痪
12年后离世。母亲谢显莲随后改
嫁，结果再遭生活的重击——与
袁秋同母异父的弟弟又患有小
儿唐氏综合征，一家人只靠继父
外出打工为生。

14岁那年，袁秋病症加重，
双腿无法站立支撑，只得坐上轮
椅。“刚开始还能一点点在平地
上慢慢移动，但后来腿连抬都抬
不起来，彻底无法行走。”这一
坐，袁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生活的打击一波又一波地
袭来，但袁秋说起这段回忆，却

非常乐观：“幸好手和脑子还没
有问题，不会耽误我的学习。”

坚强的妈
扛起重担，“我是孩子的依靠”

今年高考，袁秋考出了 670
分的好成绩。在收到西南财经大
学金融统计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后，袁秋第一时间就递给了母亲
谢显莲，他说，这是自己作为孩
子给母亲最好的回报，他也知
道，这是母亲多年的心愿。

谢显莲今年 54 岁，生活在
她的脸上刻满了伤痕，但没有将
其击倒在地。“在孩子他爸走的
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就是这两
个孩子的依靠，如果我再倒了，
这个家就没希望了，所以我必须
坚强。”谢显莲对袁秋的爱无处
不在。对外，她种地、打零工、干
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尽一
切可能节约开支；对内，用尽全
力让孩子得到治疗，能过上正常
的生活。

事实上，母亲有过的无助和
绝望，袁秋也曾有过，“不是我害
怕苦难，而是看到妈妈那么辛
苦，我不想亲人为自己这样辛
苦”。但当他把这样的想法告诉
母亲时，母亲告诉他：“儿子，你
和别人不一样，你只有努力学
习，才会有出路，才能不让妈妈
的辛苦白费。”

暖心的他们
求学路上，身边好心人护航

12年求学生涯里，袁秋的身
后，不仅有他的亲人，还站满了
同学、老师和好心人。

初中开始，因为双腿不能
站立，袁秋所在的班级同学集
体成为他最强大的“双脚”，同
学们不仅专门给他捐助了轮
椅，还自发成立了“袁秋”志愿
队，将班上的男同学分为 5 个
组，分早中晚时段轮流照顾他，
方便他的学习生活，抬着他前
行。虽然有同学帮助，但生活
中，诸如用手移动座位等事，他
都尽量自己完成。在老师眼中，
袁秋学习上异常刻苦，生活中也
非常坚强。“学习上袁秋对自己
要求很严格，遇到弄不清楚的问
题，不论花多少时间也一定要弄
清楚”。

当地党委政府也伸出援
手，为袁秋一家解决了低保，
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难题。袁秋考上西南财
大，当地残联积极行动，帮助
他申请贫困助残大学生助学
金、一户多残帮扶资金，联系
社会爱心企业的善款，筹集善
款 7 万余元，帮助他圆梦大学。
在袁秋高中期间，他所在的学
校也免除了他的住校费和各
项学杂费。

成昆铁路各趟客车今日零时
起恢复运行

成都商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公司获悉，今日零时起，因泥石流
水害中断行车的成昆铁路正式恢复开
行旅客列车，各趟次旅客列车运行秩
序将逐步恢复正常。

同时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为了
确保汛期运输安全，铁路部门将适时调
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
通过登录12306网站或@西南铁路 官
方微博查询最新动态，以便妥善安排出
行。 吴正琪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电子
科大的外骨骼机器人研发始于
2010年。从美国归国不久的程洪
教授带领团队从零开始，仅用了
5年时间，就实现了在病人身上
的穿戴测试，这是国外外骨骼机
器人研发周期的1/3甚至1/6。也
让我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以色列
和日本之后第四个成功研发外
骨骼机器人的国家。“目前已有
100余位患者试用过外骨骼机器

人。”程洪介绍，目前的第四代机器
人，可通过传感器感知人体的运动
意图，然后把信息迅速传递给计
算机，并通过控制模块传达命令
行走。程洪说，这款机器人，还能
帮助患者上下楼梯，它会自动计
算台阶的高度，规划步态，最终帮
助使用者完成上下楼梯的动作。

令人惊喜的是，第三代外骨
骼机器人现在可进行预售。裸机
价格在 20 万元左右（不包含任

何前后期人工训练和护理费）。
但第三代机器人不具备上下楼
功能，也不能用意念控制，仅能
实现助力行走功能。目前，程洪
教授团队正在研发第五代外骨
骼机器人，它将实现完全用大脑
意识控制外骨骼机器人执行指
令，这将是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
重大突破。未来，该款机器人将
有望在更广阔范围内为社会经
济、保障健康等方面作出贡献。

电子科大研发的外骨骼机器人登上央视

机器人让瘫痪女警“站起来了”

用爱心

搭梯

在未来，瘫痪患者或许能够跟正常人一样拥有活动能力，
这并不是幻想。日前，央视原创大型科技挑战节目《机智过人》
播出，一位瘫痪了12年的绵阳女警黄曼，就通过意念控制，借
助外骨骼机器人圆了12年的“站立之梦”。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帮助黄曼圆梦的外骨骼机器人系
由电子科大研发。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电子科技大学获悉，
这款曾帮助残障人士“站立”，造型酷似人体下肢的“外骨骼机
器人”现已提档升级为第四代。它不仅能帮助患者站立，还能
让患者上下楼梯，甚至会自动计算台阶的高度，规划步态。据
了解，这款通过意念控制的外骨骼机器人，也是第五代脑电外
骨骼机器人的雏形，目前仍在研发和完善中。

研发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款四川造的“第四代外骨
骼机器人”是科技发展助力社会进步的一个典型，也是人机
交互智能转化的显著成果。未来，该款机器人将在服务社会
经济、保障健康等方面作出贡献。

拿着大红色的录取通知书，18岁的袁秋和母亲谢显莲露
出了这么多年来最灿烂的笑容。在今年的高考中，袁秋以670
分的高分，被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统计专业录取。一时间，快乐
包裹着这个遭遇不幸的家庭，舒心的笑容再次回到每个人的
脸上。

不为人知的是，曾经，生活向这对母子表现出了最残忍的
一面。袁秋3岁时被查出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多方医治不
见好转，后因家庭贫困而停药，致使其终身无法站立。之后，袁
秋的父亲患肺癌去世。袁秋的哥哥，后来也因为同样的病症，在
床上瘫痪12年后离世。

接连面对丧夫丧子之痛，风雨飘摇的家庭，让袁秋的母亲谢
显莲有些难以承受。但倔强的谢显莲在心里暗暗发誓：只要我活着
一天，我的儿子就必须读书，只有读书，可以改变他的命运。

儿子没有辜负这位坚强的母亲。18年来，从重庆永川的
老家，再到永川中学，再到如今拿到西南财大的录取通知书，
在母亲、同学、老师用爱编织的天梯上，18岁的重庆永川小伙
袁秋，走出了最坚韧的步伐。

袁秋说，自己最喜欢霍金，因为觉得自己和他有相似之
处，他也一直以霍金为人生导师。“小时候我觉得生活是灰色
的，因为很多小朋友能做的事情我都不能做。慢慢长大后，我
觉得生活是五颜六色的，只要你愿意，就一定能在其中找到自
己存在的价值。”

家人的支持和社会的关爱，让袁秋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
这段时间袁秋正在对大学生活进行规划，他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向会计方向发展。而高中后通过治疗逐渐稳定的病情也
让他对自己有了更多期待。“我这一生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兴，
我虽然站不起来，但有太多太多的好心人在前行的道路上为
我铺就阶梯，让我踩着他们的肩膀前行。我是不幸的，可我也
是幸运的。感谢他们，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回报家人和曾经
帮助过自己的人，做一个像霍金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成都商报记者李春雨图片由周兴健提供

12 年前婚礼当天的一场车
祸，让绵阳涪城公安分局的女民
警黄曼成了高位截瘫患者。此后
的 4400 个日夜，她都只能卧病
在床，生活无法自理。而多家医
院给出的诊断为：她此生已经无
法站立行走。

虽然她当时的丈夫，因为种

种原因选择了离开。但是，乐观
的黄曼没有放弃生活，更没有放
弃自己。她自学了心理咨询师，
在2008年四川地震时摇着轮椅
来到受灾现场，为当地群众展开
心理咨询。

黄曼的坚强勇敢也让她在
2011年收获了新恋情，并与现任丈

夫郭强走进婚姻殿堂。此后，上千个
日夜的陪伴和照顾，每天丈夫都要
将她抱起放下二三十次，经常累得
大汗淋漓。他带她走访了很多名医。
医生们都表示，从医学角度上讲，黄
曼想要站起来几乎不可能。郭强一
直不愿放弃希望，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好想有一天能站着拥抱她”。

为帮黄曼和郭强圆梦，电子
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外骨
骼机器人研发团队，决定用脑控
装置，让她通过脑电波对模块进
行控制，从而向外骨骼机器人传
达指令，借助酷似人体下肢的外
骨骼机器人帮助其站立。

研发团队负责人程洪教授
表示，外骨骼机器人的用途表现
在两方面，一是针对康复需要补
偿的人，由机器带着人的关节运
动；另一方面，是机器随着正常

人的运动而运动。而黄曼使用的
这套装备，可以辅助她按正常人
体仿生步态行走，进行康复训
练，同时可以帮助她正常上下楼
梯。通过一个头盔，即可检测黄
曼的大脑神经信号，信号将传输
给外骨骼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
根据患者的意念展开行动，从而
实现站立、行走。

那如何用意念控制外骨骼机
器人呢？程洪教授介绍，这是脑-
机接口技术，是一种不依赖于外

围神经与肌肉的实时通信系统，
它建立了脑电信号与机器人设备
两者间的直接联系，通过对驱动
源信号进行解码与重新编码，来
实现外围设备的控制。说得直白
一点，即“意念控制”。

由于黄曼的脑电信号十分薄
弱，在训练中多次失败。研发团队
多次调整方案，通过无数次的尝
试和努力，加强训练的黄曼终于
通过意念控制外骨骼机器人站了
起来，圆了12年的“站立”梦。

第三代外骨骼机器人可预售 裸机费用20万元左右

车祸致女警瘫痪12年 丈夫“想有一天能站着拥抱她”

外骨骼机器人酷似人体下肢 用意念控制可上下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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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 200 元就能参加峨眉山-乐
山二日游、每人160元就能参加成都-
海螺沟3日游……每年7~9月的暑期
旅游旺季，伴随而来的各种旅游问题
也让人非常头疼。为此，今年国家文化
和旅游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三
个月的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利剑
行动-2”。昨日，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和成都市旅游局联合召开“暑期旅
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情况新闻通气
会”，现场通报了开展暑期旅游市场检
查情况以及九起典型案例。

据悉，目前成都市旅游局已建立
了明察暗访制度、旅游行业“红黑名
单”制度、旅游市场违法经营行为有奖
举报制度等措施，将通过技术平台手
段全面梳理行程中涉及到的酒店、餐
饮、购物场所等信息，实现旅游服务各
环节、全过程闭环管理。

“自暑期整治开始 2 个月以来，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级旅游执法部
门共发现违法违规线索 43 起，立案
31起，已办结24起，罚没款总计60.71
万元。”据四川省旅游执法总队总队
长王绍麟介绍，此次暑期旅游市场秩
序专项整治重点将“四黑”（即黑导、
黑社、黑车、黑店）、旅游购物场所、旅
游团队和虚假宣传广告作为重点查
处对象。

梳理昨日被曝光的典型案例，记
者发现旅行社组织不合理低价游现象
依旧突出。其中，游客杨某等两人在国
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通祠路
服务网点与国旅（四川）签订《团队境
内旅游合同》，参加由其组织的“峨眉
山-乐山二日游”旅行团，合同约定团
费为200/人元。“事实上，根据四川省
旅行社协会和成都市旅行社协会发布
的成都出发四川省内热点旅游线路参
考价，‘峨乐二日游’淡季、平季和旺季
参考价分别为 400 元／人、500 元／
人、600 元／人，该合同实际团费为
200元／人，低于行业协会指导价30%
以上。”成都市旅游执法支队支队长陈
建新告诉记者，该公司以不合理低价
组织旅游活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游法》相关规定，因此对国
旅（四川）处以“罚款18万元”、通祠路
服务网点“责令停业整顿7天”的行政
处罚，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1.2万
元”的行政处罚。

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还对今
年5月被曝光的四川旅游市场秩序问
题后续处理结果进行了通报。“现依法
侦查查明，该案系旅行社、购物店共同
预谋。”陈建新介绍，这是一起由旅行
社低价招徕游客，组织旅游团到指定
购物店购买劣质玉石商品，事后购物
店向旅行社负责人高额返点，从中谋
取非法利益带有行业“潜规则”的典型
案例。

经查，四川福缘鑫淼商贸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巴某某、四川遐客旅行
社总经理陈某某、重庆鑫传奇国际旅
行社总经理唐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
利用职务之便，在与黄龙玉博览馆预
谋后，采取倒贴团费、低价揽客或冒充
旅行社组织客源等方式，以不合理低
价游为幌子，多次发起“黄龙-九寨”
等低价旅行团，组织游客在游玩后到
黄龙玉博览馆购物。自2018年3月以
来，黄龙玉博览馆按游客购物款40%
的比例，分别向巴某某、陈某某、唐某
某返款 50.96 万元、36.68 万元、36.2
万元。同时，四川福缘鑫淼商贸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巴某某、财务刘某某伙
同公司“讲师”严某某等人，通过“讲
师”冒充富二代吹嘘洗脑，语言威胁等
手段，向游客高价销售质价不符的劣
质玉石商品共计23.22万元，严重扰乱
旅游市场秩序。

此外，记者了解到，公安机关会同
相关部门在查处东南亚风情园购物店
不法经营过程中，办案民警在查阅公
司相关财务会计凭证时，发现该公司
负责人谭某于2017年10月份至11月
份期间，授意、指使公司财务樊某某将
依法应当保存的两本公司会计凭证进
行销毁，谭某、樊某某的行为已涉嫌隐
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目前，10 名涉案人员因涉嫌非
国家工作人员（行）受贿罪、销售伪劣
产品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陈建新透
露，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从小肌肉萎缩，14岁坐上轮椅，有个不幸的家，有个坚强的妈……

“踩着好心人肩膀”，他将走进西南财大

成都商报记者 赵雨欣 综合央视
图片据电子科技大学

组织不合理低价游
一旅行社被罚18万
四川通报九起旅游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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