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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我以为钱落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没想到遇到了拾金不昧的好心人。”9月 12日上午，雁城市民陈
素清来到雁江区马鞍九义校，当面向拾金不昧的学生彭文霖道
谢。

9月8日上午10点左右，天空下着大雨。陈素清在滨铁路附
近的中国银行 ATM 机上取出 3000 元钱。“当时迷迷糊糊的，
3000块钱塞了一半进口袋，还有一半落出来了，我都没注意到。”
疏忽之下，部分钱款被陈素清遗落在了ATM机旁。

走了没多远，陈素清便发现钱少了，她心想：“遭了，肯定找不
回来了。”而就在同一时间，马鞍九义校六年级学生彭文霖刚好路
过陈素清取钱的ATM机，他发现有大量现金散落在地上，赶紧把
妈妈叫来，并提醒妈妈报警。报警之后，彭文霖和妈妈在原地等
待警察到来。经过警察现场清点，共有16张百元面额人民币。

随后，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过多方联系，找到了失主陈素
清。9月11日下午，民警将1600元钱归还给了陈素清。

对于彭文霖的行为，校方表示，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也是一个人良好道德风尚和崇高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学校一
直大力倡导。学生多次捡到贵重财物，都如数归还给了失主。

“看到老人家拄着拐杖走路都不稳，
我就问他好多岁了，喊他停一下，等我放
好保洁工具去扶他。”夏华均说，在自己
放工具的时候，王万宣手拄着拐杖继续
往回走，一转眼工夫，王万宣便晕倒在路
边。见状，热心路人围上来，关切地询问
王万宣的家庭住址，一位中年女子从中
石油加油站方向快速跑了过来，想扶起
老人却因太重无法抱起，一位大爷见状
前去帮忙。最后，女子招停了一辆出租
车将老人送回港华家园小区。

“我只认得那个男的，他是书台社
区8组的人。”夏华均告诉记者。

“老人家有些重，我看那个女的抱
不起来，就上去帮忙。”记者通过书台
社区联系到好心的老人张文松。张文
松告诉记者，扶起老人的妇女大约四
五十岁，身着黑色衣服，留着中短发，
一口本地口音。

“特别感谢这些热心的路人，以后
遇到这样的事我也会及时救助，让爱
传递下去。”王万宣的女儿表示。

近日，资阳人的朋友圈被一则暖
新闻感动着：“谢谢你们！虽然素不相
识，但你们在扶与不扶之间没有犹
豫，毅然选择了善举，感谢你们！”网
友纷纷点赞：“这城市有爱！”

中秋前夕，被扶老人王万宣的老
伴杨春荣带上月饼来到热心市民张
文松家中，表达感激之情。

□ 本报记者 郭春荣

这城市有爱！

八旬老翁路边晕倒
热心市民及时救助

点赞拾金不昧好少年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我代表广
汉市 60万市民，对你危急时刻挺身而
出救人救火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9
月16日上午，德阳市委政法委、广汉市
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来到乐至，将一
份见义勇为证书及 2万元奖金递到乐
至市民唐勇的手中。

今年 49 岁的乐至县石佛镇玉头
村村民唐勇，自 2009 年起就和妻子
到广汉市顺德路菜市场租摊位卖酱
油。2018 年 9 月 21 日，菜市场一卤
菜店在炼制菜油时因油温过高引发
火情，一时间油烟弥漫，店员惊慌失
措。这时，在旁边卖酱油的唐勇听
到叫喊声后挺身而出，第一时间冲
进操作间，用锅盖盖住油锅帮忙灭
火。由于火势较猛并快速蔓延至店
员扶锅的手，店员在忍受不住大火
灼 烧 的 情 况 下 失 手 将 锅 摔 在 了 地
上，火势随着泼洒的热油迅速在房
内蔓延，而滚烫的油泼溅到了唐勇
的 双 臂 上 。 唐 勇 顾 不 上 烫 伤 的 手

臂，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火苗，推着店
员就往屋外跑……正因为有了唐勇
及时出手相救，火势才得到了控制，
没有引起市场大面积燃烧。

被严重烫伤的唐勇虽然经过了德
阳市人民医院的治疗，双手仍旧留下
了后遗症，被确诊为肢体残疾四级。
今年 2 月 22 日，乐至县残联为其颁发
了残疾证。7月，广汉市委政法委将其
评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随后，广汉
市政府授予他“广汉市见义勇为公民”
荣誉称号。

为弘扬唐勇先进事迹，更好地关
爱救火英雄，德阳市、广汉市两级政
法委相关负责人一行前往唐勇的家
乡乐至，就唐勇的见义勇为事情经
过、事迹申报、优抚关爱等情况同资
阳、乐至两级政法委进行了沟通和对
接。德阳、资阳两地政法部门相关负
责人均表示，希望两地联手，对救火
英雄的后续治疗和生活开展进一步
的优抚和帮助。

本报讯（实习生 杨威 记者 刘佳
雨）为全力推进我市城区民生实事缓
堵保畅“3+3”畅通道路工作落实，9
月 11日上午，市交警支队牵头城管、
交通、城投等部门、单位，结合我市

“双创”和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专项整
治开展了第25次联合执法行动，在芭
蕉林路口、万达路口、海峡路口、滨铁
路口等区域开展交通秩序乱象整治。

当天上午 9点，在海峡路口斑马
线前，一辆绿色的共享单车引起了交
警的注意。该车上除有一名女子在
骑行外，还有一个小孩坐在前端的车
筐里，另有一个孩子站在车架上，一
辆共享单车搭了三个人。交警见此
情景，立刻上前挡住单车并将小孩抱
下，随后对骑车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教育。

没过多久，同在海峡路口，一辆
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且未拆除雨篷的
电瓶车被执勤交警拦下。交警走近
后发现，驾驶车辆的是一位大爷，后
座坐着一位年轻女性，这名女士还抱
着一个年幼的小孩。此外，该车的脚
踏板上还放着一个小型煤气罐。交
警当即对这辆电瓶车上的雨篷进行
了拆除，并向驾乘人员讲解了非法安
装雨篷、非机动车侵走机动车道及违
规搭载行为的危害，提醒他们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骑行安全。

据了解，自开展城区民生实事缓
堵保畅“3＋3”畅通道路工作以来，我
市主城区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逐渐减
少，但仍有部分市民尚未养成文明交
通、安全出行的好习惯。为此，相关
部门将持续针对车辆加装雨蓬等非
法装置、电动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电
动四轮车违法上路、机动车乱掉头等
交通违法行为展开整治行动。

9月15日，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雅分公司雅安
管理处、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四支队一大队、二大队
联合发布通告称，9月 16日至 9月 26日，G5京昆高速公路(成雅
段)新店枢纽将进行路面病害治理施工，期间将先后对立交互通
中的两个匝道桥进行交通管制。

交通管制路段和时间
第一阶段：2019年9月16日0时至2019年9月20日24时，封

闭新店枢纽成名高速往雅安方向匝道。
第二阶段：2019年9月21日0时至2019年9月26日24时，封

闭新店枢纽成雅高速往成名高速方向匝道(雅安往成都方向)。
绕行线路
第一阶段，由成名高速往雅安方向行驶车辆绕行路线为：
路线 1—提前从成名高速百丈湖收费站下站，沿 108国道行

驶至名山，从成雅高速名山站上站前往目的地。(国道行驶距离
约15.5公里)

路线 2—选择在新店互通往成都方向匝道进入成雅高速，经
成雅高速行驶至太平收费站出站，而后上站往雅安方向行驶。
(绕行距离约20公里)

第二阶段，由成雅高速往成名高速方向行驶(雅安往成都方
向)车辆绕行线路为：

路线1—提前从成雅高速名山站出站，绕行108国道至成名高
速百丈湖收费站上站，前往目的地。(国道行驶距离约15.5公里)

路线 2—沿成雅高速行驶至太平收费站出站，而后上站沿成
雅高速往雅安方向行驶，至新店枢纽进入往邛崃方向匝道，沿成
名高速前往目的地。(绕行距离约20公里) 据四川在线

新华社成都9月16日电（记者 谢佼）9月 16日，成都开通了
“成都-印度德里、成都-芬兰赫尔辛基、成都-美国芝加哥”3条国
际定期直飞客运航线。

“成都-印度德里”航线由印度靛蓝航空执飞，每天1班，连接
起成都和印度首都德里的空中桥梁。

“成都-芬兰赫尔辛基”航线由四川航空执飞，每周一、周五双
向飞行。赫尔辛基位于北欧，是芬兰的首都和最大的港口城市。
该航线是成都飞往丹麦哥本哈根航线的延伸，至此成都直飞欧洲
的定期客运航点增至 13个，覆盖中欧、西欧、南欧、东欧、北欧等
12个国家。

“成都-美国芝加哥”航线由海南航空执飞，每周一、周五由成
都飞往美国芝加哥，每周二、周六由美国芝加哥飞往成都。这是
继成都直飞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后，成都到美国城市的第 4条
直飞航线。成都也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中国大陆第 3个开通
直飞芝加哥客运航线的城市。

截至目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已开通航线 349条，其中国际
（地区）航线121条。

乐至市民广汉舍身救火
德资两地联手表彰关爱

“如果当时没有那两个路人及时
伸出援手，后果不堪设想。”日前，八旬
老人杨春荣提及老伴晕倒在路边被好
心人扶起并送回家的事情，仍觉得无
比感动。

据悉，9 月 4 日上午 10 时许，杨春
荣的老伴王万宣和邻居何大爷相约去
小区散步，但两位老人由于听力原因
沟通有误，各自下楼后没能找到相约
地点，王万宣便拄着拐杖从书台路往
滨铁路方向寻去。

“都快走到滨铁路铁路桥了，我没
看到他就原路返回了。”王万宣回忆，

不知何故在回家途中晕倒了，幸好路
人把自己扶起，一位中年妇女还打车
将自己送回了家，就连打车费用都是
她支付的。

“听见敲门声，我就去开门，看到
他一身大汗，衣服都可以拧出水来。”
看到老伴的情况，杨春荣着实吓了一
跳。但不等杨春荣说声谢谢，好心女
士已经离开。

当天下午，杨春荣在老伴晕倒的
路段挨家挨户寻找目击者，最终找到
一位负责该区域保洁工作的环卫工人
夏华均，她见证了整个事件过程。

事件
八旬老人晕倒路边 市民毅然相救

救助
多人共同伸援手 女子打车送回

文明交通
保障出行安全

成都开通直飞德里、赫尔辛基、
芝加哥三条国际航线

往返成都车辆注意
16日起成雅高速新店枢纽实施管制

唐勇（左四）获见义勇为证书及2万元奖金。

陈素清当面向彭文霖道谢。

交通秩序乱象整治。

传真周边

本报讯（陈元根）9月16日下午3点半，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在
雁江区城东新区纬四路段对一起脏车入城、带泥上路违规行为开
出1000元罚单，这是自9月1日资阳主城区开展禁止脏车入城和
车辆抛撒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开出的第一张罚单。

截至当日下午，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对脏车入城、带泥上路违
规行为共开出 5张罚单，共计 5000元。被处罚人员均表示，今后
将加强自我管理，进城前及时对车辆进行冲洗。

脏车入城，不仅影响城市的风景，还会带来泥土和垃圾。
治理脏车入城，是“打造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卫生城市”的
首选。8月 9日，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联合发出《关于在
主城区开展禁止脏车入城和车辆抛撒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
在资阳主城区主要入城路口设置了 6个宣传点向过往车辆驾驶
员发放通告、倡议书等宣传资料，并在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上
刊播通告、倡议书。经过近段时间以来多渠道的宣传，大部分
驾驶员都能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有效防治了城市扬尘污染，维
护了市容整洁。

重拳出击 对脏车说不

我市开出首例脏车入城罚单

↑查获脏车。
←脏车车主在

罚单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