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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3岁的申成国，是遂宁市富临
运业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他当过兵，经
历过战火洗礼并荣立战功。转业后，他
成为一名普通的汽车驾驶员，但当兵时
淬炼的精气神从不曾褪色：路见不平，他
勇斗歹徒；危难时刻，他跃入寒流挽救落
水者；坚持敬老爱幼……数十年如一日，
普通市民申成国谱写了一个平民英雄的
勇气与担当。

从军时荣立三次三等功
曾穿越火线运送物资

“穿越大街小巷的的哥的姐，遇到马
路上发生的各种突发状况时，都能发挥优
势……”在不久前遂宁市出租车消防志愿
服务队发车仪式上，申成国表示：“很多情
况需要我们出一份力，一定不退缩。”

申成国曾是一名军人。犹记得参军
入伍卫国南疆的那些岁月，他曾多次冒

着敌人的炮火向前线运送弹药物资，经
历生死考验。“那时候，捍卫国家和军人
的荣誉比什么都重要。”申成国说，凭着
满腔信念，以及过硬的军事技能和驾驶
技术，他圆满完成各项战斗任务，也因此
多次受到部队表彰，荣立三等功三次，被
评为“战地模范汽车驾驶员”。

带着一身技艺和热忱，1996年，申

成国退伍转业后在遂宁市原城北汽车站
就业，平凡岗位上书写恪尽职守，他负责
的车辆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服务质量投
诉和重大责任交通事故，为保障乘客生
命财产安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退伍后发挥老兵余热
跳水救人勇斗歹徒

“我要发挥一个参战老兵的余热。”
这是申成国坚持的信念，早已经成为他
习以为常的做事准则。1997年1月25
日早上，渠河路上寒气袭人，一辆外地牌
照的货车与客车发生交通事故，货车驾
驶员落入了渠河。路过的申成国见到这
一幕，毫不犹豫，飞身跳进了冰凉刺骨的
河水中将驾驶员救起，并送到医院。在
得知驾驶员的亲戚朋友及公司同事没法
及时赶到后，申成国主动承担起了照顾
伤员的活，直到三天后受伤驾驶员的家

属来到遂宁。
2009年6月21日傍晚，申成国在散

步时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名妇女呼救，
“救命啊，有人抢劫！有人抢劫！”申成国
当即转身追赶歹徒，并凭借当年过硬的
军事训练基础将歹徒制服。歹徒见逃脱
无望，以分赃为诱饵请求放过，申成国断
然拒绝，将其扭送到了派出所。

熟悉申成国的人还知道，在汶川、玉
树大地震等灾害发生后，他坚持义务献
血3000多毫升，先后到多个小学校看望
留守儿童，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中遇
到的困难。工作之余，他还经常带上慰
问品去看望孤寡老人，帮他们打扫卫生、
陪他们聊天。“都是普通事情。”受到旁人
的赞许时，申成国都用“普通”二字解释
自己数十年的坚持。他说：“看到那些被
帮助过、救助过的人笑了，我就觉得值
了。这条路还很长，还要坚持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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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54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广元、马尔康、巴中、遂宁、绵阳
良：南充、资阳、达州、攀枝花、泸州、乐山、宜
宾、雅安、内江、西昌、广安、德阳
轻度污染：自贡、眉山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6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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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133期
开奖结果：15、17、19、32、33、01、03，一等奖0
注，追加 0 注。二等奖 53 注，每注奖金
199420 元；二等奖追加 11 注，每注奖金
119652 元；三等奖 469 注，每注奖金 8189
元；三等奖追加159注。每注奖金4913元。
(43.63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310期开奖
结果：761，直选：6148（399）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组选6：16845（1282）
注，每注奖金173元。（505.2万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310期开奖
结果：76184，一等奖：41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50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马尔康 多云 0-16℃ 晴转多云 0-19℃
康定 晴 3-18℃ 晴转多云 4-21℃
西昌 晴转多云 8-24℃ 多云 9-25℃
攀枝花 晴转多云 10-27℃ 晴转多云 11-27℃
广元 阴转小雨 11-16℃ 小雨 11-15℃
绵阳 阴转小雨 13-16℃ 小雨转阴 12-15℃
遂宁 阴转小雨 14-18℃ 小雨 14-17℃
德阳 阴转小雨 13-17℃ 小雨转阴 13-15℃
雅安 小雨 11-16℃ 小雨 11-15℃
乐山 小雨 13-18℃ 阴转小雨 13-17℃
眉山 小雨 13-18℃ 阴转小雨 13-17℃
资阳 阴 13-18℃ 阴转小雨 13-17℃
内江 阴转小雨 14-19℃ 阴转小雨 14-18℃
自贡 阴转小雨 14-19℃ 阴转小雨 14-18℃
宜宾 阴转小雨 14-18℃ 阴 14-18℃
泸州 小雨 14-18℃ 阴 14-18℃
南充 小雨 14-18℃ 小雨 14-17℃
广安 小雨 14-18℃ 阴转小雨 14-18℃
巴中 小雨 12-16℃ 小雨 13-16℃
达州 小雨转阴 13-17℃ 小雨 13-17℃

吴冰清

中国老龄事业基金会
“牙缺失老人专项援助计划”启动通知

活动背景：作为国家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领
导下的慈善组织，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一直
倡导积极老龄化，关注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
量。为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达到世
界卫生组织对牙齿健康的标准：80岁的老人至
少应有20颗能够正常咀嚼食物的牙齿。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在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启
动了“牙缺失老人专项援助计划”。

活动详情：“牙缺失老人专项援助计划”是在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指导下，针对老年人
口腔健康的保健、预防、治疗发起的专项公益工
程，所有补贴款项由基金支付。将为一万名中老
年人提供全套口腔检查及牙缺失治疗补贴。其
中种植牙质量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

活动细则如下：1、为一万名中老年人提供全
套口腔检查及牙缺失治疗补贴。免费口腔检查
项目涵盖：口腔CT扫描、全景片检查、牙菌斑检
测、口气检测、口腔内窥镜检查、牙周深度检测、
咬合检测、血糖检测、血压检测。2、发放
3000-10000元每颗的种植牙治疗补贴。3、全
国奖项获得者、对社会突出贡献者、贫困户可申
请特惠种牙名额。4、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所有
参与牙缺失援助计划的老年人提供种植牙质量
保险。

活动指导单位：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质量保险单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补贴范围：佩戴假牙困难、牙槽骨骨质条件差、
单颗牙缺失、全口牙缺失、半口无牙、多颗牙缺失。

报名热线：96111“牙缺失老人专项援助计划”

跳水救人斗歹徒 老兵退伍不褪本色
遂宁富临运业驾驶员申成国谱写了一个平民英雄的勇气与担当

“平民英雄”申成国。

“我喊她不要那么累，但是她闲不
下来，说要挣钱还账、还要买房子。”许
翔说，他心疼妻子，就下班后常陪妻子
去打扫，那样3个多小时的活，两个小
时就能做完。

几番辛劳，童晓芳的愿望今年终于
实现，公婆治病欠下的账还完了，因为
所在棚户区改造，家里分到了一套新
房，花了10多万元装修好。“眼看好日
子刚起头，没想到出了这种事。”许翔
说，因为装修房子，家里又背上了几万
元的债，“屋漏偏遇连夜雨，真的是走投
无路了。”

童晓芳出事后，在一家车站做安全
员、月收入只有2000余元的许翔发起
了“轻松筹”。这几天，随着童晓芳事迹
在乐山传开，越来越多人伸出援手。就
连调查此事的民警，也纷纷献出爱心。
截至11月13日晚上11点，筹集的金额
已达23万余元。

童晓芳所在街道办和社区的负责
人，以及她以前和现在的同事，还有许
多素不相识的人，都纷纷前往医院探
望。“她是一个善良、勇敢、能干的人，大
家都很喜欢她。”和童晓芳共事7年的
同事童兵说，希望她能够快点醒过来。

刺中乐山“好媳妇”头部
飞来钢筋

警方已对事件展开调查，社会各界9天筹集善款23万余元

11月13日，乐山中心城区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重症监护室。已经是第9天了，
36岁的童晓芳还没有醒来，丈夫许翔坐在ICU外，眼巴巴地望着病房。偶尔，他会
翻看一下手机，查看“轻松筹”的进展。到13日晚上11点，已经筹集了23万余元，离
35万元筹款目标还有10多万元。

作为社区里颇有名气的“好媳妇”，童晓芳是11月5日遭遇的飞来横祸——当天
上午9时许，她从自家小区楼下经过，被一根疑似从高空坠落的钢筋刺入头部。尽
管当天成功进行手术，但由于伤情危重，目前她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出事的望江亭小区刚交房不久，小区
住户还不多，许多房子正在装修。童晓芳
头上的钢筋从何而来？“初步判断钢筋疑
为高空坠落。”小区物管负责人介绍，5日
事发后，物业积极协助医护人员救助伤
者，同时对现场、消防通道和电梯进行封
锁，禁止无关人员随意进出。

随后，物管公司配合警方，对已办理
装修手续的楼层进行了重点查验。经检
查发现，现场上方8楼的雨棚上，有一处疑
似被钢筋砸过的痕迹，而16楼的雨棚上
没有。“由此推断，钢筋可能是从9楼至16
楼之间坠落。”小区物管负责人说，在12
楼1号正在装修的房屋内，物管和民警发
现了多根螺纹钢筋。

“这些钢筋与伤者头上的钢筋相
似，但室内的两名装修工人都否认有钢
筋坠落。”据该小区物管负责人介绍，民
警随后将两名装修工人带回派出所继
续了解情况，并带走了12楼1号房内的
3根钢筋。

11月13日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乐山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张公桥派
出所获悉，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丁伟

事发 / 钢筋插入头部女子倒地不起

新建的小区里，一名黑衣女子趴在
地上，头部插着一段1米多长的钢筋，
钢筋另一段扎在旁边的土里……11月
5日开始，几段让人触目惊心的视频，在
乐山市民的朋友圈中疯传。这名黑衣
女子就是36岁的童晓芳，事发前在一
家装修公司打工，同时为一家单位打扫
卫生。

事发小区名为望江亭小区，是一个
棚改安置房小区，位于乐山中心城区张

公桥附近。“5号上午9点左右出的事。”
小区保洁工李大姐介绍，当时她正在1
栋附近清扫，突然听见附近传来一声惊
呼，循声来到1栋2单元附近，看见个一
个黑衣女子趴在地上，头上赫然插着一
根钢筋。李大姐不敢靠近，赶紧拨打了
120和110，然后向物管公司报告。很
快，物业人员和小区住户就聚集过来，
大家发现女子头上的钢筋有1米多长、
手指粗细，另一端扎在旁边的土里。

救治 / 钢筋已经取出人未脱离危险

随后，大家小心翼翼把受伤女子连
人带钢筋一起抬上担架，送上了救护
车。而因为钢筋太长，救护车连门都关
不上，医护人员便一路上用手扶着钢
筋。

童晓芳的丈夫、43岁的许翔说，由
于事发突然，他赶到医院的时候，身上
只带了1000元现金，但医院还是立即
为童晓芳进行了手术。“一直做到晚上7
点多。”许翔说，手术很成功，取出了插
在妻子头上的钢筋。

然而，尽管已是入院第9天，童晓
芳仍然住在ICU里。“现在情况比刚入

院时好一些。”许翔说，每天下午3点到
3点半，有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从11
日开始，妻子的眼睛开始微微睁开，但
似乎并没有什么意识，“半个小时里，我
一直跟她说话，但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我用手在她眼前挥，她的眼神也没有转
动。”

“现在还面临两个难关。”童晓芳的
主治医生说，一是颅内高压，脑细胞水
肿，这是引起她意识不清楚的重要原
因；二是感染，做手术时发现她脑内有
破碎的颅骨、毛发等，这些都是可能引
发感染的因素。

伤者 / 照顾公婆8年曾被评“好媳妇”

“她太苦了。”重症监护室外，许翔
望着病房大门，不时会发出感叹。许翔
说，妻子是峨眉山市符溪镇人，两人经
介绍认识后开始交往。“她是一个好女
孩，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她。”许翔说，自
己的母亲患有类风湿，童晓芳并没有因
此嫌弃，而是主动担当起责任，“每次来
家里，都要帮我妈穿衣服，服侍她上厕
所。”

2001年，两人结了婚，还有了一个
可爱的女儿。“结婚后，她还是像以前一
样勤快。”许翔说，2008年左右，父亲又
患了癌症，而在这么多年里，晓芳一直
将二老照顾得好，“除了日常的照料，她
还很关心二老的心情，常用人力三轮车

拉着二老，回她的老家符溪去散心。”
“一早就出门，傍晚还要拉回来，她

身体单薄，来回几十公里从来没喊过
累！”许翔说，这些事情都被周围邻居看
在眼里，2007年妻子被社区评为“好媳
妇”，事迹经当地电视台报道后，还成了
远近闻名的模范。

2009年左右，许翔的父母相继去
世，但童晓芳并未因此轻松下来。“因为
父母治病，家里欠了很多账。”许翔说，
父母在的时候，童晓芳白天照顾他们，
晚上再出去工作，给一家单位打扫卫
生。而父母去世后，童晓芳又找了两份
工作，早上是报纸投递员，白天就去跑
美团，晚上还要去做保洁。

援手 / 事迹感动乐山各界捐款20多万

疑似高空坠物
警方介入调查

调查

11月13日，童晓芳的眼睛睁开，
但面对丈夫呼唤没有任何反应。

以前的同事来探望，并为童晓芳捐款。

童晓芳出事后，居民和医护人员立即施救。
抢救现场，童晓芳头顶有一根长长的钢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