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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2月5日，雅安市
雨城区对岩镇殷家
村。蒙蒙细雨中天
气有些阴冷，28岁的
罗兰春却在挥汗如
雨。这里是雅康高
速公路飞仙关特长
隧道建设工地，隧道
内的温度比外面要
高很多，罗兰春是喷
浆班组的组长，每天
要在里面工作约5小
时。

“ 还 有 其 他 班
组，大家24小时轮着
干，春节也只放了3
天假。”雅康高速相
关负责人说，按照上
级要求和施工进度，
雅安至泸定段今年
底前将通车，雅康全
线将力争明年底实
现贯通。届时，成都
到康定全程高速，仅
需约3小时，比现在
节约近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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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做人，真诚做事”
97岁葛老汉
家训影响四代人

成都新津县97岁的老人葛江源，
是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的离休老干
部。他家四世同堂，老老少少都熟悉
并践行着葛老的家训。

“善良做人、真诚做事；孝敬父母、
尊重长辈；勤俭节约、互帮互助。”这段
朴实的家训，让儿孙们代代相承。

74年党龄老党员
看病不占国家便宜

2月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来到新津县西仓街葛江源老人的
家中。老人坐在沙发上，腰不弯、背不
驼，面色泛红，精神矍铄，说话声音还
很响亮。

“记者问你，平时是咋教育小辈
的？”老人听力不好，74岁的儿子葛贵
生坐到跟前，对着他耳朵大声传话，父
子俩很是默契。

“我和老伴养了两个孩子，儿子是
检察官，女儿是话务员，两个都退休
了，现在是他们两个老人在照顾我这
个老人。”谈到孩子，葛江源一脸骄傲。

而说起老爷子，葛贵生说父亲是
一个重视亲情的人。“父亲很爱我们，
他用自己的教育方法影响着我们。”
葛贵生读书时，每到学校放假，父亲就
会催着他和妹妹葛俊林去勤工俭学，
喂猪、捡松毛、捡烧柴……“父亲教育
我们，一定要有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这是人之根本。”

作为一名有着74年党龄的老党
员，葛江源常常教导家人不占国家的
便宜，不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葛
贵生告诉记者，父亲年纪大了，一次女
儿、媳妇陪老人家去医院看病，女儿记
着老母亲也感冒了，想顺便开一些感
冒药回去，葛江源听见了，坚决不同
意，因为他本人的医药费是全额报
销，“我们不能占国家的便宜。”

七旬儿女轮流陪护
坚持自己叠被子洗脸

葛江源年岁已高，6年前，葛贵生
和媳妇搬回家和老人一起住，70岁的
妹妹葛俊林也每天两趟往父亲家跑。
葛江源生病，儿子、女儿寸步不离守在
身边，不嫌脏、不怕累，为他端屎端尿，
擦身子，洗脸洗脚。晚上睡觉，儿子和
媳妇换着班守护，只要他一有响动，马
上就起来服侍。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老人家，家人
还给他请了保姆。葛江源反复告诫家
人，要对保姆有礼貌。“阿姨做饭洗衣
十分辛苦，别人在我们家帮忙做事不
容易，我们要尊重她。”除此之外，葛江
源坚持凡事尽量自己动手，不去麻烦
别人，“早上我们给他倒好洗脸水，他
自己洗脸，不要我们帮忙，起床后，连
被子都是自己叠工整放好。”葛贵生感
慨道。

上一辈对老人家的孝敬，潜移默
化中影响着子女。包括重孙辈的90
后，都是回家先问候长辈，凡事以长
辈为先。“每到周末，孙女、孙女婿、重
孙都会一起过来看望我。”提及家中
的年轻一辈，葛老脸上洋溢着欣慰的
笑容。

离休以后，老人依然坚持读书看
报，而这种勤奋刻苦的习惯也成了家
风。每天早上，家人总会第一时间去
门卫那里拿报纸，拿回家后，葛江源便
会戴上老花眼镜，一丝不苟地翻阅、批
注，有好的文章还会推荐给晚辈看，并
和家人一起谈论时事、政治，教导家人
要有正确的信仰和爱国思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
杰 实习生 张豪 摄影报道

雅康高速今年通到泸定

大年初三
就开工

这个春节假期，李女士
因丢失一只手表，遭遇闹心
一幕。1月28日，大年初一，
她同家人从陕西自驾来川探
亲。在广元游玩时，8岁女儿
不慎将一只价值800元的儿
童智能电话手表遗失。

几天后，手表发来报警信
息，显示电话卡已被人更换。
根据号码提示，李女士多次拨
打新号码，才与成都拾表者杜
海（化名）取得联系。

最初，杜海承认手表被
他的孩子捡到。随后，他又
婉拒李女士送礼答谢，改口
讨要近400元酬金，再联系快
递寄送，双方不能见面。2天
后，杜海再次改口称可以当
面交付，但在第一次约定的
时间内，他却一直未接电话。

2月9日上午，李女士几番
周折终于再次拨通了杜海的电
话。对方提出在成都某地闹市，
一手给钱，一手还表……

第一轮 婉拒礼物
丢表方：愿送礼答谢
拾表者：女儿也喜欢

为了取回女儿的爱表，李女
士顺藤摸瓜，添加了拾表者的微
信号。2月9日，她向记者提供了
当日聊天截图。

“这表是我家小孩捡到的，虽
然不属于我们，可在第一时间叫
了几声，都没人理会。”杜海通过
微信称，当日他们一家赶时间，便
带着这块表匆匆离开。

李女士称，既然对方“保存”
了这块表，希望杜海能归还，她会
赠送礼品当面感谢，“他也有个女
儿，我打算买个200元的芭比娃
娃，送给孩子。”

可听到送礼物后，杜海开始
“诉苦”。此前，他也想给女儿买
一块这样的手表，“这次孩子自己
捡的，她又十分喜爱。这就犯难
了，我退也不是，不退也不是。”对
于这回答，李女士语塞，“这是拿
孩子当挡箭牌。”

第二轮 讨价还价
拾表者：辛苦费400元
丢表方：价格谈崩报警

2月6日上午10点许，杜海说，
他考虑给自己孩子买一个。随
后，又话锋一转说道，“我那么远
给你拿来，起码得有辛苦费，是
吧？反正也不在乎这几百块钱，
给点对我也是一个心理安慰。”

李女士反驳，作为孩子家长，
应该教育孩子拾金不昧。“这表对
我女儿很重要。”对此，李女士愿
支付合理“辛苦费”，“本打算买芭
比娃娃，换算下来200元左右。”

但杜海认为，他已花了98元
重新给表换了个表带，这钱应由
李女士出，辛苦费得要400元。

双方争执不下，一时无法谈
妥。当天下午，李女士丈夫得知

后，愤然报警。

第三轮 见面交换
拾表者：约定又生变
丢表方：苦等数小时

当前，李女士一家已回陕西，
其他事则交给成都的妹夫来办。
而价格在来回谈了数次后，最终
决定付300元“辛苦费”。

起初，杜海不愿见面，让把钱
转给他，他通过快递归还。2月8日
上午，与杜海再次商量后，双方约
定当天中午见，地点由杜海来定。

可当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记者同李女士妹夫一家，等待了
两个多小时，既未见到杜海，电话
也联系不到他。

当李女士一家想放弃时，杜
海又打来电话，要变更见面时间，
地点在莲桂南路附近。9日上午9
点许，一辆白色汽车停在指定地
点后，40来岁的杜海从车上走下，
在扫视周围后，方才从后备厢取
出包裹。

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十多分
钟交谈。突然，杜海又一把拿过
手表，“你先给钱，我立马还表。”
在接过300元现金后，他匆匆驾车
离开。

家庭教育/
将会瞒着女儿
家人曾被索辛苦费

虽然一波三折，远在陕西的李
女士，还是舒了口气。

“对女儿有个交代。”李女士
说，自从得知手表被人捡到，她就
告诉自己女儿，“她丢失的手表，被
成都的一位妹妹捡到，一直悉心保
管着。过两天，妹妹就会把手表寄
过来，你以后也要拾金不昧。”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大费周折
寻表的原因。”李女士说，父母是孩
子的启蒙老师，从小就得给她树立
好榜样，“当她再次拿到手表，我相
信拾金不昧的概念，一定会在她心
上扎根发芽。”

对于整件事的曲折经过，李女
士说，他们一家会保密，瞒着孩子，

“只告诉她，有个拾金不昧的女孩，
把她的手表还了回来。”

律师观点/
拾取遗失物无权占有
可主张合理报酬

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
陈军律师认为，按照《物权法》相关
规定，拾得遗失物时，应返还权利
人，拾得人应及时通知权利人领
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同
时，权利人在领取遗失物时，应当
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一定的
保管遗失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

在这起儿童智能手表丢失时
间中，杜海拾得手表后，理应及时
进行归还，不能私自占有，或交由
公安机关寻找失主。同时，杜海也
可向李女士索取合理的报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
力 摄影刘陈平

女儿手表遗失广元
数天后“现身”成都

李女士老家在四川，如今
已在陕西定居。今年春节，夫
妻俩便带着8岁女儿，回老家探
亲与旅游。

大年三十，在自驾近3小时
后，他们从汉中抵达广元游
玩。可是第二天，一家人准备
离开广元时，女儿却发现自己
的儿童电话手表不见了。

一家人寻遍酒店附近依然
不得见。由于该手表具备通话
功能，李女士试着拨打，发现已
经关机，“手表是满电的，能待
机8天以上，一定是被人故意关
掉了。”

李女士说，这表虽然只值
800多元，可它对女儿而言，却
有着特殊意义。去年期末考
试，孩子成绩理想，李女士便送
了孩子这只能通话、定位的智
能手表作为奖励，“手表弄丢
后，她心情一直不好。”

可李女士没想到，在2月6
日的凌晨6点，手机突然传来一
条讯息，是女儿的智能手表发
来，显示有人在更换表上的电
话卡，并发来新号码信息。

“是个成都的号码。”李女
士说，还精确定位在了成都静
安路附近的一个小区。

8岁女孩遗落儿童手表
男子讨酬金上演“攻心计”

看现场：
昼夜轮番上阵
每天掘进约5米

飞仙关特长隧道是雅康高速
的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约4950
米。“2014年9月开工，到现在已经
掘进了约4050米。”雅康高速公司
雅安代表处处长雷开云说，其中
雅安往康定方向掘进2300米，康
定往雅安方向掘进1750米，左右
两个洞的进度都差不多。目前，
围岩破碎，每端每天能掘进两米
多，每个洞每天能掘进约5米。在
工地负责人的引导下，记者乘车
驶入隧道右洞，沿雅安往康定方
向行驶。在已经掘进的2300米
中，约2000米已有通车能力。

抢时间：
春节休3天
抢回涌水耽误工期

28岁的罗兰春是古蔺人，已
经做了10年隧道工，曾参与南
大梁高速、渝淮铁路二线等重大
工程建设，“去年8月来的飞仙
关隧道，基本上吃住都在工地
上”。飞仙关特长隧道所在的
C6合同段项目总工程师汪黎明
说，因为工期非常紧，所以在24
小时轮班之余，工地上平时不放
假，今年春节也只休了除夕到初
二3天。

2015年9月20日凌晨，隧道
康定往雅安方向一端曾出现特大
涌水。雷开云说，涌水量最大的

时候，给施工造成极大困难。特
大涌水持续了约9个月，其间工作
量只相当于1个月，耽误了8个月
的工期。

而桥隧比高达82%的雅康高
速，建设中还面临地形条件极其
复杂、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气候条
件极其恶劣、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工程施工极其困难等5大“拦路
虎”。雷开云说，为了抢工期，参
建单位都是“5+2、白加黑，人歇机
不停”。

保安全：
手机扫二维码
安全提示随时学

春节3天假期里，C6合同段项
目安全负责人李伟平一步也没有
离开工地。

相比节日，工地上平时的安

全监管同样严格。记者进隧道
前，除有专人带领外，还被要求戴
上安全帽、穿雨靴，填写《进洞登
记表》。而工人进隧道施工时，工
作牌还会挂在洞口公告栏，施工
结束出洞后再领回。“这样一来，
隧道里有多少人，我们随时都能
精确掌握。”汪黎明说，所有工人
上岗前都会经过严格的安全培
训。

在洞口公告栏的旁边，还有
一块“信息化扫描平台”展示牌，
上面分施工方案、应急预案等5
类，共印了23个二维码。记者用
手机扫了其中一个，手机上便出
来了相应的详细内容。

“以前是纸质的，一个方案
就有几十页，查询起来很不方
便。”罗兰春说，现在方便多了，
工人们也习惯得很快，随时随地
都在学习和查看。

好消息：
今年底通泸定
明年底通到康定

按照目前的进度，飞仙关特
长隧道7月可以贯通。“按照上级
要求和整体进度，雅安至泸定段
今年底前将竣工通车。”据雅康高
速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雅安至
泸定段全长98公里，但从连接成
雅、雅西高速的对岩互通算起，雅
安到泸定段只有81公里，驾车1小
时便能到达，而目前经国道318
线，雅安到泸定要约3小时。

“力争2018年底，雅康高速全
线贯通。”据介绍，届时驾车从成
都出发前往康定，经成雅高速行
驶约130公里到对岩互通，再经雅
康高速行驶约120公里到康定，
250公里高速公路只需约3小时，将
比现在节约近3个小时。除时间上
的节约外，在行车安全性、可靠性、
舒适性等方面都会有极大提升。

同时，雅康高速还将串起一条
黄金旅游线。“雅安的二郎山、喇叭
河等景区，甘孜的泸定桥、海螺沟、
康定情歌等景区都在这条线上。”
雅安市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说，雅
康高速将会极大促进这条线路的
升温。作为即将率先享受这一红
利的景区，天全二郎山喇叭河景区
负责人王泽鹏表示，今年底雅安至
泸定段通车后，成都到喇叭河将从
4小时缩短到2.5小时，预计景区游
客量将会迎来井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晓梦 丁伟 摄影 谭曦

葛江源的儿子帮他大声传话。

2月5日，飞仙关特长隧道施工现场，一台巨大的喷浆机正在工作。

施工隧道尽头温度高，汗水打湿施工人员工作服。

杜海收到300元酬金后，将儿
童手机还给女孩的家人。

更换号码
讨价还价
电话爽约

1遗失

2争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