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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悉心照顾
“小白羊”病情日益好转

“羊羊乖，羊羊棒，勇敢把药吞下
去。”上午 9时许，记者来到小白羊病房
时，由爱心妈妈们请来照顾她的阿姨正
给她喂药。

小白羊脑发育不良，药水很难吞
咽，只见她缓缓摇头、小声地发出呜呜
声拒绝。见此状况，陈芳立即蹲在羊羊
身边，心疼地为她加油鼓劲。

由于吞咽困难，小白羊一天要用几
个小时吃药喝奶，加上患有癫痫，发病
时抽搐模样让人十分心痛。因为同情
和怜惜，阿姨平日尽全力照顾羊羊，不
仅耐心喂她吃喝，还在医生的指导下帮
她用艾草热疗、给她按摩身体等。

自从在康复中心接受治疗后，小白
羊的病情日益好转，头能往上抬了，能
够翻身和咿呀发声了，眼睛不能追光追
物的问题也得到缓解。虽然反应比常
人慢，但用手在她眼前比划时，眼珠能
随着手指移动了，而且癫痫也得到了控
制，再也没有抽搐过。

“她的生命力很顽强，康复能力也
比其他孩子好。”康复中心医生董芳说，
小白羊在爱心妈妈们的关爱下，在医生
有针对性的专业治疗下，自己十分“争
气”，身体越来越好了。

爱如星火燎原
全国爱心人士为她奔走

“小白羊”大名叫胡洋恩，来自雁
江区南津镇刘家村一个贫困家庭。其
母及 4 个哥哥都因病去世，与 61 岁的
父亲胡智辉相依为命。因父亲仅靠低
保和种地维生，加上不擅照料，8 个月
时，小白羊从床上摔下，从此便开始抽
搐、眼睛翻白，直到 1 岁多仍手不能握
拳，更不能坐起、仰头、翻身，且一条腿
短了一截。

在周围邻居及村干部的帮助下，资
阳网及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和转发，吸
引了不少爱心人士的关注。经过大家
的努力，小白羊在华西医院检查后发
现，患有脑发育不良、蛛网膜囊肿、癫
痫、营养不良等病症。

随后，市政府、镇政府相关部门、本
地企业单位等多次组织人员前去看望
慰问，在政策范围内提供帮扶；来自资
阳、成都、重庆、湖南、苏州、上海、北京
的爱心人士组建了“爱心妈妈群”“资阳
一线群”“成都一线群”和“月捐群”，随
时关注孩子动态，给她送衣服、奶粉等
生活物资，并每月捐款。就连如今照顾
小白羊的阿姨，也是这群爱心妈妈们每
月自发捐款请来的。在爱心妈妈的感
染和带动下，阿姨也开始捐款并发动身

边朋友。爱心妈妈还协助小白羊父亲
为她开通了“腾讯公益”和“9958”捐款
平台，吸引近万人捐助，如今已筹到善
款 30余万。

爱心妈妈心愿
希望更多好心人伸出援手

“ 我 是 坐 月 子 的 时 候 看 到 新 闻
的，当时眼泪止不住流，娃娃太造孽
了。”来自“成都一线群”的爱心妈妈
黄女士称，小白羊和自己孩子很像，
她特别喜欢小白羊，家人也很支持她
献爱心，因此她经常前来看望，甚至
还特地带着朋友过来，希望更多人关
注、帮助小白羊。

在没有请到合适的护工时，另一位
爱心妈妈“丹丹妈”曾与胡智辉一起在
医院连夜看护孩子。

“丹丹妈”告诉记者，如今，新请的
护工对孩子照顾有加，她们听说上海
一家医院曾治好过类似病，便及时联
系，计划等孩子身体好些了再送去检
查治疗，希望孩子以后能生活自理。
不过，虽然目前在大家的努力下，筹集
到了 30 余万元善款，但离目标金额还
差十余万元。

“我们会尽力想办法，也希望能把
更多人发动起来，一起为小白羊捐款。”

“丹丹妈”说。

在村民健身广场上，记者从闲聊
的村民们口中听到最多的就是关于哪
家儿女如何孝顺、哪家婆媳关系很好、
哪家又帮助有困难的家庭收割蔬菜之
类的事。

据了解，从 2015 年开始，小高村还
在村里开展了村民好人评比活动，通
过村民自荐或推荐，村民小组调查核
实，再由村委筛选核定，先后评选出了

“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公婆”等系
列荣誉称呼。同时，这些被评选出来
的好家庭、好村民，还会通过村里的广

播和红榜在全村进行宣传，因此村里
各种邻里间、家庭中互帮互助互爱的
暖心事变得源源不断。

“现在小高村是零上访村，
这对我们的工作开展也非
常有利。”祥符镇相关负责
人表示，孝德文化大院建
设不仅改变了村民的精神
风貌，也给全镇其他村子
在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方 面
提 供 了 值 得 学 习 的 经
验和做法。

本报讯 (记者 刘梦娜) 3 月 17
日，记者从雁江区莲花街道办事处
获悉，近期双龙井社区加强了对陈
家巷绿化带周边整治。

据 悉 ，自 陈 家 巷 绿 化 带 建 成
后，环境得到美化，也方便了附近
的居民和行人驻足停歇。然而，
个别小商小贩再次聚集，将摊点
摆在绿化带周边，而买小吃的车
主也将汽车停在黄线内，影响了

居民和一中、二小学生及家长行
走，这让曾受到社区居民好评的
整治示范点，又成了满地垃圾、随
处摆摊的马路市场。为此，社区
干部加强了该处的巡查频率，及
时劝离流动商贩。

目前，社区共劝导流动摊点 26
家，规范停放机动车 9辆、非机动车
6辆，确保了该处交通畅通和市容整
洁，受到居民好评。

双龙井社区

整治陈家巷绿化带周边乱象

本报讯（记者 曹礼芹）3月 20日，
2017 年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全省终端
巡展会在我市举行。

展会立足资阳建设现代化智慧
城市总体规划，综合利用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通信技
术，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构
建新型政企、政民关系，提升城市综
合治理水平。

展会重点面向行政机关、医疗、
交通、警务、酒店、物流六大行业客

户，共邀请 62 家对保密手机、对讲终
端、移动护士站有重点需求的集团客
户参会，展示和讲解了医院移动护理
解决方案、安全应用服务体系、集群
通信中国移动和对讲、互联网进军
营、警务通终端及智慧办公等行业应
用及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资阳移动公司在会上介绍了华
为、中兴、卫士通、中普达等品牌的
多类终端，特别是移动公司的保密
终端。

移动助力“互联网+政务服务”

四川移动终端巡展会走进资阳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17年3月30日上午9点30分在安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安
岳县政务服务中心4楼），公开拍卖安岳县县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安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安岳县县级机关公车改革取
消车辆第二批拍卖车辆清单》（不含车辆号牌），约28辆。标的按现状拍卖。

二、车辆展示时间及地点：2017年 3月 27日至 3月 29日（9:00-17:00），安岳县宏
盛二手车交易市场。

三、竞买方式及竞买登记手续办理：本次采取现场举牌的竞价方式。竞买人须向指定
账户（开户单位：安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安岳支行；账号：
123931923374<投标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须注明公车保证金>）缴纳竞买保证金1万元/
辆，于2017年3月27日9:00到2017年3月29日17:00凭交款凭证、本人身份证及报名资料
费200元/辆在安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楼报名。

四、注意事项：1、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于 2017年 4月 5日 17时前付清车辆成交
价款及拍卖佣金并办理完车辆成交手续，4月 5日 17:00前办完车辆过户、转籍及车辆
交割手续。2、需办理转籍的买受人，请自行查验车辆排放标准，以及办理暂住证等
手续（特别如国 IV标准以下的外地转籍规定等条款）。3、车辆按照现状交割，若存在
车辆展示资料与实际情况、看车情况与接车情况不一致的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竞买人有义务对其了解及核查车辆情况负责，拍卖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买受
人提取车辆时，如车辆需进行开锁、维修、更换零件等问题由买受人自行负责。4、办
理完车辆过户的买受人，请于 2017年 4月 5日 17:00前将新行驶证、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交至拍卖公司指定地点。（详见《拍卖竞买须知》）

五、本公告发布媒体：四川省拍卖协会网站、资阳日报、安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拍卖公司网站、资阳大众网等。

六、竞买咨询地点：安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28-86283515 18628109739张先生 18608007179陈女士

四川海富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21日

安岳县县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二批拍卖公告

小娜小娜 在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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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进行第 2017031期开奖。当期
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6、10、16、26、27、
29，蓝球为 03。

头奖30注545万
花落13地
当期双色球头奖井喷 30注，单注

奖金为 545万多元，这 30注一等奖分
落 13 地。其中，北京 1 注，河北 1 注，
辽宁 1注，黑龙江 9注，上海 1注，浙江
3 注，安徽 2 注，山东 1 注，重庆 1 注，
河南 7注，广东 1注，广西 1注，贵州 1
注，共 30注。

二等奖开出 344 注，单注金额 4
万多元。其中，黑龙江中出 68 注，排
名第一；河南中出 33注，排名第二；浙
江中出 24注，排名第三；湖南、广西各
中出 18 注，并列排名第四。此外，其
他地区二等奖均在 18 注以下。当期
末等奖开出 1203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3:3，三
区比为 2:1:3；奇偶比为 2:4。其中，红
球开出一组二连号 26、27；一组同尾
号 06、16、26；三枚斜连号 06、10、29；
蓝球开出 03。

福彩3D彩市一周推荐
根据上周（2017065-2017071期）

3D 走 势 分 析 ，本 周（2017072-
2017078期）作如下推荐：

百位：从大小上分析，上周开出大
小比为 5:2，本周关注小数的开出；从
012路上分析，上周开出012路比为3:0:
4。本周关注1路号码出现回补态势。

十位：从大小上分析，上周开出
大 小 比 为 2:5，本 周 关 注 大 数 的 走
热。从质合上分析，上周开出质合比
为 5:2。本周关注合数的开出。

个位：从奇偶上分析，上周开出奇
偶比为2:5，本周关注奇数的回补。从
012路上分析，上周开出 012路比为 1:
3:3。本周关注0路号码的开出。

百位：13467/1347/147
十位：25679/2567/567
个位：34569/3456/356
3D 第 2017065-2017071 期出现

的和值是 19、7、14、10、14、6、18 点。
和尾的大小比为 4：3。和尾的单双比
为 2:5，和尾的 012 路比 3：3：1。本周

（2017072-2017078 期）和尾关注 2 路
号码的回补。

30注545万
双色球031期全国一等奖井喷

自开展“市城区市容市貌十大专项治理”行动以来，雁城城区新增了一
批非机动车停车位，为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创造了条件，非机动车停放与行
人抢道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变。图为车城大道旁有序停放的非机动车。

本报记者 孙正良 摄

社区小喇叭

全国爱心人士接力
为雁江幼儿搭起“生命桥梁”

孝德文化滋润村民心灵

□ 本报记者 朱涛

俗话说“百善孝为
先，孝为德之本”。“孝
德”文化一直是中华民
族传承千年的传统美
德。

“孝德”文化说起来
比较抽象，但雁江区祥
符镇小高村却让其具体
形象了起来，让村民们
看得见摸得着。

“孝耀中华、德行天下”“教育子女、
孝德常讲”“怀孝心、传孝言”……近日，
当记者走进小高村时，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块醒目的“孝德文化大院”宣传牌，
旁边一条长约 1 公里的孝德文化水泥
村道围绕宣传牌而建，一幅幅印有“孝
德”文化小故事的宣传图画有序地设置
在村道两旁，图文并茂的文化宣传画不
仅通俗易懂，也成为村中一景。

“我们村一直以蔬菜种植为主，村民
的年平均收入也算富足，虽然大家在物

质方面富裕了，但精神文化方面却没有
跟上。”小高村村支书童志超告诉记者，村
里于2014年开始打造孝德文化大院。在
此之前，一些老的优良传统正逐渐被村
民们淡忘，而“孝德”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把二十四孝图等传统文化的
宣传牌设置在村里的主要道路上，村民
每天只要出门就能看见。”童志超说，为
了让孝德文化潜移默化融入村民日常
生活，在村里营造浓厚的孝德文化氛
围，村两委还经常组织村干部、村民代

表、党员等开展尊老、敬老、孝老活动，
为村里的留守老人、五保户等上门理
发、整理家务，利用村民大会和广播宣
传村里的孝敬典型事迹。

“现在村子里，基本上不会听说因
为赡养老人问题，而引发几个后人之间
相互扯皮的事情了。”小高村 2组村民、
72 岁的李文俊笑呵呵地说。李文俊年
轻时入赘到这个村子，在这里已经生活
了大半辈子，也是村里一系列变化的见
证人。

孝德宣传入民心

孝德文化暖人心

□ 本报记者 刘梦娜

“每次都是鼓起勇气
（看）这个视频，小白羊太
可怜了，大人都受不了的
痛发生在孩子身上，大家
帮帮这个可怜的宝宝吧！”
近日，有爱心网友在微博
上@小娜，并转发了一个
1岁半的幼儿癫痫发作时
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 6
秒，却让人揪心不已。

记者立即与该网友取
得联系。随着对这名被唤
作“小白羊”的幼儿的了
解，在心痛之余，记者也感
到十分欣慰，因为来自全
国各地“爱心妈妈”用爱为
她搭建了一座“生命桥梁”。

随后，记者与资阳市
心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的几位社工，以及来自“资
阳一线群”的爱心妈妈陈
芳，一同前往成都龙泉驿
某康复中心看望“小白羊”。

↑资阳、成都的爱心妈妈看望小白羊。
←小白羊可爱惹人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