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5日，情人节第二天，林寒
披上了婚纱，等待男友到来。走廊
里，门打开的那刻，她强忍住眼泪，笑
得很开心。婚纱、她和他、摄影师
……这样的场景，他们等了一年多。

但与普通婚纱照不同的是，他们
俩的拍照地点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病房，祝福声来自医生与护士。

2015年夏，两人相识的第9年，
男友张研明决定向林寒求婚了。然
而，命运弄人，婚戒还没戴上她的手，
他就查出了白血病。

病痛的折磨，让这个180斤的东
北汉子，足足消瘦了20多斤。幸运的
是，她始终在他身边，还写下元气满
满的“抗癌日记”，记录他们一路“打怪
升级”，誓要走过“八十一难”的经历。

惊喜
化疗第二天 她穿上婚纱等他

2月14日，28岁的哈尔滨小伙张
研明，在成都又过了一个情人节。身
旁陪伴他的，是相识9年的女友林寒
和一块精美蛋糕。

那天，是他们相恋的第5周年。
遗憾的是，他不能离开病房，就在前
一天，他刚刚做了化疗。

第二天一早，天色还未透亮，林
寒梳洗完毕后，“我上班去了。”下午2
点过，张研明听到有人喊他拍照，就
在病服外套了个马甲，走到医院走
廊。10米外，有不少护士看着他。

当他拖着步子走近，所有人列次
散开。而后，一位护士轻轻打开门，
一位身穿婚纱的漂亮女孩，立马占据
了张研明的眼眸。

女友林寒，穿着婚纱在等他。

意外
求婚前四天他查出白血病

“我定好了婚戒，想着过4天就去
求婚。”2015年6月9日，张研明等待
时机跟女友求婚时，脚底却传来一阵
无力感，摔碎了他美好的计划。

“那天，我们刚吃完午饭。”林寒
也忘不了那个中午，爬楼梯时，男友
差点从楼梯摔下。“以为是中暑。”来
医院检查时，两人还在说笑，“国防身
体不用来医院。”

但血液科的医生看完检查结果
后，立刻让张研明坐下，思考再三，把
林寒叫到了门口，“他可能是白血病，

得再检查。”
几天后，检测确定，张研明患有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俗称“血癌”。
“瞒不了多久，他一定猜得到。”

相伴
她记下抗癌点滴感动网友

2007年，贵阳女孩林寒考入西
南民族大学，与哈尔滨男孩张研明成
了同学。机缘巧合，两人加入了同一
个校园协会。在一次爬青城山的活
动中，两人相识，“发现有好多共同爱
好，比如都喜欢动漫。”

直到大学毕业，两人都还只是朋
友关系。毕业前，张研明跟林寒说，
想去广州打拼，而林寒更愿留在成
都。一年后，在前往北京的升职机会
前，张研明向老板提交了辞呈。“钱在
哪儿都能赚，但我爱的姑娘只有一
个。”两人这才确定恋爱关系。

得知患上白血病，张研明变得很
消沉，甚至想赶走林寒，“不能让她跟
我受罪。”然而，林寒没有被“赶走”。

为了让男友重拾信心，她还在微
信朋友圈记录抗癌的点滴——“我们
一起玩扑克牌‘召唤神龙’，某人笑到
转身把氧气打开”、“他的身体在储能
发动物理攻击，大规模消灭癌细胞的
有生力量”、“我和他约定好了，不把
病魔揍趴下，就不结婚……”

爱心
热心人帮女孩筹备婚纱照

“拍婚纱的想法，从年前就有
了。”对于2月15日的那场婚纱照拍
摄，林寒乐道，“成功瞒住他了。”

林寒说，去年，她分享过一个搞
笑视频和图片给张研明，两人看完后
笑得抱在一块儿，“突然就提到，要不
我们去拍一套这样搞笑的艺术照？”

春节后，有热心人和媒体找到他
们，想为他们免费拍一套照片。“也想
拍婚纱，但又怕他不同意。”林寒说，
就这样，他们偷偷与医院协调。

15日上午8点过，林寒与化妆师
会合，化妆、试婚纱等流程走完，已到
中午。下午2点过，在媒体、热心人、
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身穿婚纱的林寒
与身穿病服的张研明，拍下了难得的
婚纱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
力 实习生 陈琳 摄影 杨涛

“我们一起玩扑克
牌‘召唤神龙’，某人笑
到转身把氧气打开”

“ 我 和 他 约 定 好
了，不把病魔揍趴下，
就不结婚……”

元气满满的“抗癌
日记”，记录下他们一
路“打怪升级”誓要走
过“八十一难”的经历

林寒与张研明在医院走廊拍下婚纱照。

求婚前查出白血病
女友为他穿上婚纱

记者：9年没见了，妈妈和
你记忆中，有什么变化吗？

杨会英：她长胖了，胖了好
多，以前很瘦的，还变白了一
点。我都不敢想，还能再见到妈
妈，很感谢你们那边的好心人。

记者：你父亲很早就去世
了，你母亲又是聋哑人，怎么把
你们拉扯大的？

杨会英：我爸爸去世的时
候，我大哥12岁，姐姐10岁，我
9岁。我妈妈很不容易，喂了
一头猪、几只鸡，种了玉米。
只要有时间，她就出去帮忙挣
点钱，栽秧子、收甘蔗、摘咖啡
豆啥子都做。就算这样，我们
家还是全村最穷的。半个月
才能吃一次肉，我妈妈很喜欢
吃肉，但吃得少，主要是我们
三兄妹吃。

记者：一家重逢，下一步准
备怎么孝敬她？

杨会英：前几天杀鸡、杀
鸭、杀鱼，她喜欢吃的都吃。这
两天农忙完了，我又把她接回

来。前几天太激动了，我们都
忘记照相了，我想先带她去照
相馆，照几张相。另外我们这
边的百花要开了，红的白的都
有，她很喜欢吃，用豆豉炒很
香，花开了我炒给她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李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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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
口数量占总人口的14.5%。长期以
来，中老年人受缺牙齿困扰者多，
吃不好睡不香，影响身体健康。

为关爱市民，厂家联盟100万
援助成都站正式启动。自从此援
助消息发出以来，预约热线每天爆
满。有牙齿缺失、牙齿脱落、牙齿
缺损的市民，请拔打028-96111，
申请半价种植牙名额，更有免费种
植牙相送。
种植牙，种出健康好生活

作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种

植牙不仅形态逼真，美观，缺哪颗
种哪颗，也不需磨损邻牙，是以人
工牙根的方式植入到牙槽骨内，因
而具有很强的固位力与稳定性，拥
有真牙一样的咀嚼效果。所以，种
植牙可谓缺牙老年人摆脱困扰、获
得晚年幸福的密码。
种牙好时机，种植牙半价包干

在“厂家联盟100万援助”活
动 期 间 ，拨 打 96111 预 约 的 市
民，可享种植牙半价包干的援
助，包括种植体、基台、牙冠在内
的整颗牙齿。这能省好大一笔

费用，做的颗数越多，省钱更
多。这无疑对于缺牙者来说是
一个好消息。
建立口腔档案，得多项终生免费

目 前 ，96111 预 约 热 线 火
爆。缺牙市民赶快拨打热线电
话96111，预约半价种牙名额。
市民还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
指定医院，建立口腔档案。建档
后，可享终生免费口腔检查、终
生免费保健洁牙、终生免费补
牙、免费儿童窝沟封闭、终生免
费口腔健康评估等福利！

云南怒江上江镇，百花（音，
可食用）就要盛开了。2月19日，
27岁的杨会英在等花开，用百花
炒豆豉，是妈妈杨会琴的最爱。

9年前，杨会英和妈妈在当
地打工时，意外走散，全家人找遍
怒江，找遍云南，都杳无音讯。杨
会英一度以为，妈妈早就死了，再
也回不来了。

今年，大年初一，一个来自四
川眉山的电话，让杨会英一家既
紧张又兴奋，电话那头问道：“杨
会琴，是不是你妈妈？”

原来，今年除夕夜，眉山市丹
棱县民警在当地路边发现一名晕
倒的妇女。经过了解，这名妇女
名叫杨会琴，籍贯正是云南怒江。

杨会琴（右三）与儿子、女婿在洪雅救助站团聚。

千里寻亲
疑似被拐眉山9年

云南聋哑妈妈踏上回家路

缺牙的省钱攻略：拨96111申请种植牙免费

眉山洪雅到云南怒江，超过1200公里，回家之路，杨会琴走
了整整9年

等待失散的亲人9年，27岁的女儿想为母亲做上一份她喜
爱的百花炒豆豉

眉山洪雅，到云南怒江，超
过1200公里。回家之路，杨会
琴走了整整9年。杨会琴为何
流浪到洪雅，9年间，她经历了
什么？2月19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联系上她的小女
儿杨会英。

“2008年10月份，当时我
和妈妈出门去务工，就在当
地。下午5点左右，本来准备回
家煮饭了，但她人不见了，找了
很久都没见到。”9年间，杨家人
把当地都找遍了，又发动所有
在外的亲戚帮忙打听。“江西、
广东，好多外地地方都去打听

过，没得消息。”一直找不到母
亲，杨家三兄妹都放弃了，“我
都一直以为妈妈死了，再也见
不到了。”

杨会琴回家后，杨会英把
妈妈接到家里住了5天。5天
里，母女俩靠着手势，互相倾诉
着9年来的经历。“妈妈说，她被
人带到洪雅去生活，帮人采茶
叶挣钱。后来她想家了，收拾
了衣服和干粮就出发，但一直
走都找不到。她有几天都没吃
饭，后来遇到当地好心人，给她
买新衣服，吃了很多肉，送她回
来。”

失散9年 聋哑妈妈想回家
过年前带上衣服干粮就出发

▶
原
委

▶
对
话

当事人女儿：
“百花用豆豉炒很香，
花开了我炒给她吃”

2017年1月27日，大年三十，刚
刚吃过年夜饭的李德明接到丹棱县
救助站站长的电话。“派出所在路边
遇到一个聋哑妇女，马上送到救助
站来，去接一下。”

李德明在丹棱县救助站当司
机，当晚，他从丹棱民警手中接到一
名中年妇女。这名妇女是民警在丹
棱县王场乡路边发现的,当时，她晕
倒在路边，经检查后无大碍，“身高
大概1米55，微胖。”这名妇女不会
手语，不会写字，随身携带的一张购
电卡和一份病历表显示，她叫杨会
琴，来自洪雅县余坪镇白果村。

1月28日，吃过早饭，李德明送
杨会琴来到余坪镇。余坪镇副镇长
李万军又把杨会琴送到村民龚国顺
家中，经初步了解，两人系夫妻。

62岁的龚国顺却一声叹息，“她
其实不是我老婆。”原来9年前，杨会
琴不知从何处来到村里，和40多岁的
单身汉王天强生活在一起，“两人没
扯证，也没生育子女。”一年多前，王
天强外出打工，龚国顺就收留了她。

今年快过年时，龚国顺就发现，
她老是不太高兴，“可能是想家了。”
1月25日，龚家人突然发现杨会琴
不见了，随身衣物也不见了。

杨会琴的家，到底在哪里？1月
28日晚8点，李万军把杨会琴送到
了洪雅县救助站。

李万军和救助站工作人员开始
清理她的随身物品，衣服、干粮、1000
多元现金……包包快翻完了，李万军
发现一本户口本，上面手写着，杨会
琴一家五人，来自云南省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泸水市上江镇丙贡村！

大年初二，李万军来到余坪派
出所，想通过户籍信息找到杨会琴
家人。“查询后发现，5人的身份信
息，只有杨会琴的信息是对的，其他
4个人都查不到。”

无奈，李万军通过114查询到
泸水市民政、公安、应急办、上江镇
政府值班电话。“挨着打遍了，都没
人接。”直到晚上8点，他接到一个陌
生电话，电话来源显示为：云南！花
了10多分钟，双方加了微信，总算把
事情说清楚了，对方把杨会琴儿子
杨会全的电话发给了李万军。

杨会全证实，母亲确实在多年
前走失，一直在找，都没有找到。但
说起接杨会琴回家时，杨会全突然
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电话那边
传来一句话，让李万军哭笑不得
——“你怕是个骗子噢！”

“我叫李万军，洪雅县余坪镇副
镇长，电话是你们上江镇政府工作
人员给我的！”李万军说，“我喊救助
站的人联系你，你母亲在救助站。”

接到电话，洪雅县救助站工作
人员刘维维马上和杨会全互加微
信。刘维维给杨会琴照了一张相，
发给杨会全。“没多久，他就回复是
他妈妈，还发了一张自拍照过来。”

刘维维把杨会全的自拍照递给
杨会琴，她看了一眼，马上就笑了。

“来了两天，从来没看她这么高兴。”
2月7日，杨会全与杨会琴的女

婿李卫国乘坐火车从云南出发，2月
8日下午到达洪雅县救助站。“见到
失散多年的母亲，大家都很高兴。
杨会琴还和远在云南的小女儿进行
了视频。”刘维维说，“话说得很少，
小女儿一直在哭。”

2月10日晚8点，李万军和刘维
维接到云南来的电话：“感谢你们
了，我们到家了。”

聋哑妇女晕倒丹棱路边
除夕夜被当地民警发现

事事发发
之时之时

几经波折证实亲子关系
儿子自拍照看得母亲笑

重重逢逢
之之喜喜

户口本显示她来自云南
家人却疑虑“怕是骗子”

寻寻亲亲
之之路路

华西都市报讯（黄辉 四川日报
记者 王诗侠）2月19日是邓小平同志
逝世20周年纪念日。连日来，邓小平
同志的家乡广安市举办多个活动，表
达对这位世纪伟人的无限缅怀和感
恩之情。

“这个人，撑着小船，冲出夔门，
在大海的波涛上深情回望牌坊村里
那摇曳的油灯……”19日下午，“春天
的诗行——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20
周年诗歌朗诵会”在广安电视台举
行，广安区北仓路小学、邓小平图书

馆等单位带来13个配乐诗和歌舞节
目。同一天，在邓小平故里旅游景区
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翰墨寄深情 书
画颂伟人——深切缅怀敬爱的邓小
平同志”专题书画展正式开展。邓小
平故居陈列馆自建馆以来收到来自
全国各地、各界人士创作的各类书画
作品，此次陈列馆从中精选出26件作
品举办专题展。

自2月17日起，广安各界群众还
自发来到邓小平故居，献上鲜花，表
达追思、感恩之情。

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

“春天的诗行”里深情忆小平

一、招标条件：
为尽快构建封面传媒自有移动互联

网直播系统，满足现有直播业务及长远发
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迎符合
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本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
2、招标人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

二段70号1栋8楼B区。
3、招标内容：移动互联网直播系统一

套，包括直播导播系统软件、SDK、云服务
解决方案。

直播导播系统软件：一套集视频采集
编码、直播转推、多机位切换、连线调度、
包装制作、时延播控、多码流录制、专业调
音台、巡检监视为一体的全高清广电级采
编录播系统，满足专业化的采、编、录、播、

包装制作、流媒体输出等业务需求。
SDK：需提供Android 直播SDK 和

iOS 直播SDK，主要满足于移动环境下采
集直播内容。

云服务解决方案：支持内容发布、用
户互动、内容管理、编转码和CDN分发等
功能，主要满足于直播内容的管理需求。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必须是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企业信誉
良好，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万元以上；

2、与国内大型媒体、门户网站、新媒
体等机构有合作案例；

3、投标人对供应的相关软件产品享
有相应的著作权；

4、公司连续运营1年以上。

四、报名需提交的资料：
1、投标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

盖公章的复印件。
2、投标单位若非法定代表人直接报

名的，须出示投标单位授权委托书原件。
若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投标的，须将

上述加盖投标单位公章的复印件资料邮寄
至招标人，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号1栋8楼B区。必要时，投标单位应
将上述资料的原件提交招标单位核验。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1、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

号1栋8楼B区文娱部；四川省省外的企
业 可 以 采 用 网 上 报 名 方 式 ，邮 箱
eric@thecover.cn。

2、报名时间：2017年 2 月 20 日至 24
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先生、任先生。联系电话：

028-86969321。

招 标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