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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诊孩子病情，董南忠和妻
子杨利君随即带着小欣扬去华西做
了骨穿和各项辅助检查。6月 24日，
检查结果出来了，小欣扬被诊断为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看到这个结果，
犹如晴天霹雳，一家人不能接受，陷
入悲伤和绝望之中。

悲伤之后还得面对现实，无论怎
样都要救治孩子。医生告诉董南忠，
现在小欣扬的治疗只能一步一步来，
治疗顺利的话，费用大概要 50万元。
董南忠是雁江一名普通教师，每月工

资 3000 多元，杨利君常年在外打零
工，每月仅有 2000元左右收入，50万
元的治疗费对这个家庭来说可谓是
天文数字。

董南忠说，儿子在成都住院不到
一个月，每天接受各种输液、骨穿、抽
血、化疗，不能吃肉不能沾油，现在已
经瘦了10多斤，而后续的治疗只能走
一步看一步，按疗程来进行。对于孩
子的病，董南忠说，只有想办法医治
孩子，尽自己最大努力筹集医疗费，
让儿子早日康复。

本报讯（记者 郭菁）“哐、哐、
哐……”7 月 9 日，随着铁锤敲击墙
面发出沉闷的声音，堵塞了雁城九
曲河小区消防通道两年多的违建
被依法拆除。为助推“双创”，当
日，雁江资溪街道办、资溪城管执
法大队、西门桥社区联合启动九曲
河小区 16 户约 600 平方米的违建
拆除行动。

据悉，九曲河小区最大的两
处违建一个是在消防通道里搭设
的住房，一个是小区主入口处的
杂货铺，其余 14 处违建散布在小
区 各 个 角 落 。 这 些 违 建 均 用 钢
板、砖瓦、混凝土搭设而成，用于
堆放回收的再生资源、生活用品，
甚至有的成为了经营、居住或者
小区儿童玩耍的地方，存在着巨

大的安全隐患。
“拆了好啊！被堵塞的消防通

道现在‘打’通了，万一遇到什么
事，消防车才开得进来。”此次拆
违，得到小区业主一致称赞。

“主入口处的杂货铺拆除后，
将在那里制作文明宣传专栏。另
外计划在小区统一规划停车位。”
西门桥社区主任周永军说。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劝离围
观群众，拉好警戒线，再利用电钻
破碎硬化地面、拆除现浇框架……
7月9日，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城管综
合执法支队联合相关部门单位，组
织人员60余名，依法拆除万达御府
小区二期3户占用公共绿地搭建的
违法建筑。

据了解，万达御府小区共16栋
420户，自2018年下半年交付以来，
部分业主在装修过程中占用公共
绿地违建、占用顶层及二层平台违
建、擅自改变外墙、擅自加层加建、
擅自拆改墙体等违法违规行为，市
城管部门多次劝阻，并协调相关部
门、开发商、物业公司组织召开了
业主代表大会，并于今年 3 月在小
区张贴万达御府关于禁止违法装
饰装修和搭建的公告，但仍有业主
不听劝阻，对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置若罔闻。为此，市城管行政执
法局结合实际情况，针对万达御府
二期的违法建筑开展专项整治工
作，并于当日拆除 3 户占用公共绿
地违法搭建建筑，以此拉开万达御
府二期的拆违工作。

7月10日上午，资
阳火车站社区辖内铁
一村片区近 600 平方
米 的 违 建 被 依 法 拆
除。据了解，铁一村片
区属老旧小区，大部分
房屋修建于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由于房屋
面积不大，部分居民便
在楼与楼之间违规搭
建起隔间，当作厨房或
厕所，存在极大的安全
隐患。
本报记者唐文瑞 摄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资阳雁江二小9岁的小欣扬（化名）
本是个活泼可爱、聪明伶俐，身体健康的
孩子。然而在今年端午节期间，小欣扬父
亲发现儿子的肤色变得越来越苍白，胃口

越来越差，原本胖乎乎的脸上一点血色都
没有，最先大家以为他可能有点贫血。随
后，董南忠把儿子带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就
诊，医生发现小欣扬的血常规化验结果显
示血项异常，怀疑他可能患上了白血病，
建议到华西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在得知小欣扬的病情后，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纷纷向他们家伸出援
手。在网络众筹平台，董南忠的朋
友、同学、同事、曾经教过的学生、学
生家长纷纷捐款，董南忠所在单位也
送来捐款 3万多元，希望能帮助小欣
扬渡过难关。

小欣扬是个懂事爱学习的好孩

子，他一直不停地问爸爸妈妈：“我的
病还有多久能治好？我想回到学校，
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大学，找个稳
定的工作挣钱养爸爸妈妈。”但现在，
小欣扬的学业不得不暂停了。

小欣扬的父母希望社会各界好
心人能救救小欣扬，让他早日康复，
快乐成长，重返校园。

晴天霹雳
9岁男孩患急性白血病

爱心汇集
社会各界伸援手

本报讯（记者 苏秋伃 秦建华）一
朵挨着一朵，一片接着一片，金黄灿
烂，迎风飘摇，在阳光下竞相盛放……
近日，雁江区保和镇文秀桥村的一大
片向日葵花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赏，
成为了资阳新晋网红打卡地。

7月 9日，记者踏入文秀桥村的向
日葵地里，放眼望去，一大片金黄色非
常耀眼。花丛中，蝴蝶、蜜蜂飞舞忙着
采蜜；游客们摆出各种姿势与向日葵
合拍……“前几天开车路过看见这片

花海，今天特意来观看。”市民李女士
告诉记者，因前几天下雨没拍照，所以
今天专程来这留下美丽瞬间。

据了解，文秀桥村种有向日葵
40 余亩。“最近前来赏花的人很多，
周末人就更多，非常闹热。”村民黄
大妈看到花海人气很旺，便把自家
的桃子拿到附近售卖。她说，这片
花海给村里带来了经济效益，最近
很多村民都像她一样，把自家种的
农作物拿去卖。

文秀桥村向日葵花海
成资阳新晋网红地

万达御府二期

九曲河小区

推进“五城同创”

连续几日
雁城这些违建被拆！拆！拆！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罗
争光）民政部等12部门10日公布了联
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
对有能力履行抚养义务而拒不抚养的
父母，民政部门可依法追索抚养费，因
此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
支持。

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依法打击
故意或者恶意不履行监护职责等各
类侵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根

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对符合《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规
定情形的，应当依法撤销监护人监护
资格。

意见还提出要健全信用评价和失
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将存在恶意弃
养情形或者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
段骗取保障资金、物资或服务的父母
及其他监护人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
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
失信联合惩戒。

新华社天津7月10日电（记者 周
润健）“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
鸡蛋”，7月 12日将迎来今年“三伏”中

“初伏”的第一天，这意味着高温高湿
的“桑拿天”将逐渐成为天气“主角”，
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启“蒸煮模式”或

“烧烤模式”。
“三伏”分为“初伏”“中伏”和“末

伏”。“初伏”和“末伏”都是 10 天，“中
伏”天数不固定，有时 10 天，有时 20
天，这由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 4 个庚
日还是 5个庚日来决定，4个庚日就是
10天，5个庚日则是20天。

“今年‘三伏’共计40天，7月12日
交‘初伏’，7月 22日交‘中伏’，8月 11
日交‘末伏’，8 月 21 日‘出伏’。”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

“稻在田里热了笑，人在屋里热了
跳。”“入伏”前这一段时间，我国华北、
黄淮一带持续的高温让人们深切感受
到了“上蒸下煮”的滋味。

针对“入伏”后即将出现的“桑
拿”天气，赵之珩提醒公众，要注意采
取应对措施避免中暑，如减少不必要
的外出、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及时补
水等。

而对各地政府有关部门来说，在
采取发放高温津贴、免费提供绿豆汤
等现有措施的基础上，还要开动脑筋，
多施“清凉之策”，采取更多防暑降温
措施，为那些依然奋战在户外的外卖
小哥、快递小伙、清洁工、室外建筑工
等职业群体，送上一抹夏日清凉，让他
们少受炙烤之苦。

7 月 10 日，记者从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获悉，我省公务用车平台建设取
得阶段性成果，到本月底，全省各市
(州)除藏区外，地方公务用车平台将全
部接入省级公务用车平台，基本实现
省市县三级公车信息互联互通“一张
网”监管运行。

加快推进公务用车平台建设是
中央车改办下达各地的一项重要任
务，事关车改成败。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大力推进省级公务用车平台建设，
部署市州基层同步推进平台建设，逐
步对全省保留公车的基础信息、调度
派遣、实时监控、费用管理、大数据分
析等进行动态登记管理，通过信息化
手段，对公务用车配备使用情况进行
约束和监督。

到今年6月底，全省21个市(州)除
藏区(包括甘孜州、阿坝州和凉山州木
里县)因未车改未建公务用车平台外，
其他19个市(州)本级机关已有16个地

区由省级平台承建单位统一完成平台
建设任务，有 3 个地区本级机关自行
组建的平台已逐步接入省级平台，至
此，我省基本实现省市县三级公车信
息互联互通“一张网”监管运行。

为加快各地平台建设质量和数据
录入质量，省机关管事务管理局 7月 9
日在眉山市举办了全省公务用车平台
应用推进现场会，要求各地对照学习
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找准短板、查漏补
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做
好平台建设等车改各项收官工作。

记者从这次会议获悉，根据中央
车改办最新要求部署，除公、检、法、司
等工作性质特殊的部门可单独建立本
系统的子平台外，其他执法执勤用车
应全部纳入全省“一张网”统一监管，
建立跨部门综合执法用车平台，统一
喷涂“综合执法”标识，逐步实现跨部
门统筹调度使用。

据四川在线

明日入伏“桑拿”上线
“蒸煮”或“烧烤”模式开启

“只生不养”
这样的父母将被追责

四川公务用车
基本实现全省“一张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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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周边

病床上的小欣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