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知
12月起，看牙可申请补贴
看种牙直播，送免费种植牙

为普及口腔健康知识，口腔公益普查惠及蓉
城市民。启动以来，不少市民申请了免费口腔检
查、种植牙专项补贴。本周末为种植牙专场补贴
日，现场送免费种植牙、种牙补贴。市民可拨
028-96111报名咨询！

公益普查：市民免费检查牙齿
此次爱牙公益为全市200名市民提供免费

口腔检查，约满截止。包括：全景片检查、口腔
CT扫描、牙菌斑检测、口气检测、内窥镜检查、牙
周深度检测、咬合检测。

种植牙专项补贴：
1、多颗种植牙免费送。12月10日为种植牙

专场补贴日，报名观看知名医生做种植牙的全过
程，价格多少由你猜，领300元种牙补贴！

2、种植牙专项补贴。包含了进口种植体、基
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花更少的钱，种更好的牙。

3、种植牙9项常规费用100%补贴。包含：
挂号、拍片检查、口腔CT检查、医生会诊、方案设
计、术前洁牙、修复牙冠取模、微创无痛操作、复
诊检查。

此外，12月9日华西口腔医院知名种植专家
谭教授亲自手术，全城征集疑难、高难缺牙市民，
市民可报名参与和观看手术直播。

省钱好方案：种植4颗，恢复全口缺牙
种植牙稳固、咀嚼性好、美观舒适、不伤邻

牙。半口/全口缺牙的市民，种植2颗/4颗即可恢
复，经济又实惠。

想参与此次口腔普查、种植牙专项补贴的市
民，均可致电惠民专线028-96111报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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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区区属荷花池市场商家：
区属荷花池市场返租商家抽签定位工作即将开始。根据您与成都市

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签订的《区属荷花池市场关闭提升改造安置协
议》，为保障您的合同权益，请您务必于2017年12月11日至25日（9:
00—17:00）携带《区属荷花池市场关闭提升改造安置协议》原件（原件遗
失的，需提供登报遗失证明）、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商位抽签顺序号等资
料前往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成都市站北北街123
号）进行商家抽签资格认证、领取《抽签入场证》。同时根据已经出台的
《区属荷花池市场返租商家安置商位组合办法》套内面积小于20平方米的
商家须进行商位组合。如逾期未前往上述地点办理抽签资格认证、商位
组合等相关事宜，您将无法参与抽签定位。依据《区属荷花池市场关闭提
升改造安置协议》第九条第（二）款第2项的约定，我方视为您自动放弃商
位位置选择权。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

特此通告
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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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6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93 空气质量 良
优：攀枝花、康定、马尔康、西昌
良：绵阳、广元、泸州、巴中、遂宁、德阳、
南充、达州、资阳、乐山、眉山
轻度污染：内江、广安、宜宾、雅安、自贡

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6—10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
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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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东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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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3期开
奖结果：06、09、24、29、32、02、07，一等奖4
注，每注奖金1千万；一等奖追加0注。二等奖
66注，每注奖金147020元；二等奖追加18注，
每注奖金88212元。三等奖755注，每注奖金
4953元；三等奖追加219注，每注奖金，2971
元。（42.82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333期开奖结
果：427，直选：4740（315）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
14248注，每注奖金173元。（568.3万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333期开奖结
果：42749，一等奖：26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32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2015年5月
丹丹在出生两天后被

亲生母亲王某遗弃，随后
被送往福利院

●2015年7月
王某因盗窃被警方抓

获，丹丹一直由福利院委
托志愿者夫妇照料

●2015年7月
丹丹生父刘某被找

到，但拒绝抚养丹丹

●2016年1月
王某因盗窃被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刑满释放
后拒绝抚养丹丹

●2017年6月
王某因遗弃罪判处拘

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2017年8月
公安机关向丹丹的祖

父母、外祖父母调查询问，
均明确拒绝抚养丹丹

●2017年8月
在旌阳区检察院的支

持下，旌阳区民政局提起
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申
请剥夺王某、刘某对丹丹
的监护权

●2017年9月
旌阳区人民法院依法

判决撤销王某、刘某的监
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旌
阳区民政局为丹丹的监护
人

●2017年12月
丹丹被志愿者夫妇合

法收养，有了一个完整的
家。

女婴女婴被弃被弃
母亲因盗窃被抓时
她已被遗弃两个月

2015年7月，一名女子因
入室盗窃被德阳市公安局开发
区分局民警抓获。警方调查发
现，这名女子姓王，曾于2014年
8月因盗窃被警方挡获，但因怀
有身孕，被取保候审。此次被挡
获，王某为逃避打击，声称自己
还在哺乳期。

“我们问她娃娃在哪里，她
支支吾吾的，再一问才发现娃
娃刚出生两天被她丢了。”办案
民警说。

被丢弃的娃娃就是丹丹，
她的亲生父母都有着不光彩的
经历。王某和丹丹的亲生父亲
刘某都曾吸毒，两人在各有家
庭的情况下交往，在丹丹出生
前，两人就分手了。刘某此前
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女儿的存
在。

当时警方为了找到被遗弃
的丹丹，调动大量警力。警方
一方面加紧对王某遗弃细节的
讯问，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排
查，终于得知丹丹可能的下落：
一名女婴在当年5月被遗弃在
德阳市区的一个巷子里，好心
的路人报警后，德阳市龙泉山
路派出所民警将孩子送到了福
利院。后经警方和法医物证鉴
定，这名女婴正是被遗弃了两
个月的丹丹。

旌阳区社会福利院吴院长
介绍，孩子送来时太年幼，于是
福利院便委托给一对中年夫妇
暂时照料。这对夫妇由于没有
怀上小孩，一直作为志愿者在
福利院服务。

四川四川首例首例
撤销亲生父母监护权
民政局当上弃婴家长

2016年1月，王某因盗窃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刑
满释放后，她并不愿意将丹丹
领回抚养，她原本的家庭也不接
受这样一个非婚生育的女儿。
而当警方找到丹丹的生父刘某
时，他说自己之前就不想丹丹生
下来，也不愿意抚养孩子。

“孩子原本最好是能回到
父母身边，可他们两个当时都

吸毒，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和经
济来源，且都拒绝抚养孩子。”
办案民警说，旌阳区法院和检
察院曾多次对王某做工作，但
都遭到了拒绝。同时，丹丹的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对抚
养丹丹表示了拒绝。

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王某在生下孩子后就将其
遗弃，已经涉嫌构成遗弃罪。
2017年6月，王某因遗弃罪被
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从2015年到2017年，丹丹
一直由旌阳区民政局代管。但
随着丹丹一天天长大，她的户
口问题和成长环境问题都急需
解决。今年5月，旌阳区检察院
向区民政局发去《检察建议》，
建议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申
请撤销丹丹父母的监护权。8
月，民政局作为原告，向法院提
起了诉讼。

“这是德阳首例民政部门
申请撤销生身父母监护权的诉
讼，但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孩
子。”旌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兰
胡波告诉记者。

今年9月，旌阳区人民法院
审理后认为，王某在丹丹出生
两日后就将其遗弃，严重损害
了被监护人的身心健康，应当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刘某在知
道丹丹的存在后拒不履行监护
职责，致使被监护人处于无人
监管和照看的危险，亦应当撤
销其监护人资格。加上丹丹的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拒绝履行
监护职责，故指定申请人旌阳
区民政局为丹丹的监护人。

找找到新家到新家
被志愿者正式领养
养父母是知识分子

丹丹成为了民政局的孩
子，从此和亲生父母断绝了法
律关系，但她的未来还不明
朗。如果民政局一直当她的家
长，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她可
能会因为这样的特殊，而遇到
很多困难。

“她需要一个良好的家庭
环境，才能健康的成长。在法院
作出判决后，那对志愿者夫妇提
出了申请。”旌阳区福利院的工
作人员说，这对志愿者夫妇前后
已代养丹丹两年多。事实上，旌
阳区民政局对这对夫妇的领养
考察也持续了两年多。

在正式确立领养关系前，
旌阳区民政局再次对这对夫妇
的社会关系、家庭成员进行了
调查了解。这对夫妇是一对70
后的大学生，有稳定的工作、稳
定的收入，并且没有生育，早前
就提出了领养申请。

12月1日，在公示两个月后，
丹丹被这对夫妇正式领养。旌
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这
也许是这个孩子最好的归宿。”
在这样一个稳定的家庭，丹丹的
未来将有无限的可能。

生母将她遗弃，生父不愿抚养
德阳法院撤销生父母监护权

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
两岁女童找到新家

12月5日，记者向旌阳区民
政局作出保密承诺后，丹丹的养
父母表示愿意与记者见面。但
到了6日早晨，这对夫妇食言了。

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对夫妇为了不让丹丹受
到此前波折的干扰，甚至搬了
家，就在6日早上和民政局工作
人员通话时，丹丹的养母也因
为担心孩子的信息被泄露而哭
出了声。无奈之下，记者只得
电话采访了丹丹的养母。

记者：你们是怎么认识丹
丹的？

丹丹养母：兴许是缘分到
了吧。我们一直想要一个小
孩，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怀
上。两年前我们在福利院做志
愿者，遇到了丹丹，就带回家照
顾。现在她完全融入了我们的
生活，我和老公就把她当作了

亲生女儿。
记者：孩子现在怎么样？
丹丹养母：周末还一起带

丹丹去公园玩了一趟，孩子很
高兴。下学期孩子就该上幼儿
园了，我们夫妻都是上世纪90
年代大专生，女儿也该受到良
好的教育。

记者：今后你们会告诉孩
子之前的情况吗？

丹丹养母：为了女儿的成
长和幸福生活，我想我不会告
诉她，我会保密的，也是为了丹
丹好。

记者：对丹丹的未来你们
有什么打算？

丹丹养母：不仅我和老公，
我们这个家族都接纳了丹丹。
我们会尽我们全部的努力，尽
我们整个家族的努力，给丹丹
一个美好的生活和未来。

丹丹还只有两岁，现在亲
生父母虽然不愿意抚养她，也
被撤销了监护权，但她长大后，
她和领养家庭是否会受到亲生
父母的骚扰？

旌阳区人民法院少年和家
事审判庭负责人杨莉说，根据
《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养子女
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
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收养
关系的建立，不仅使养子女与
生父母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消
除，而且其效力涉及到养子女
与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及兄弟
姐妹关系的消除。之所以这样

规定，主要是为了稳定收养关
系，有利于养子女在新的生活
环境中与养父母及其近亲属建
立起和睦和亲密的家庭关系，
也使各方当事人法律上的权利
和义务更为明确，“也就是说，
生父母从此和丹丹之间没有了
任何关系，不存在抚养与赡养
等问题。”

而旌阳区民政局自介入此
事以来，就对丹丹的去向信息进
行了严格保密，王某和刘某也一
直没有与丹丹再见过面，民政局
还将不定期回访丹丹的领养家
庭，了解丹丹的成长情况。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四川律恪勤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建平说，这个案子
不论是判例本身还是后续的
处理，都可以作为今后类似案
件的样本和范本，是我们践行

全面依法治国和贯彻法治精
神的生动实践，可以说是法治
之光照亮了被遗弃女孩丹丹
的成长路和未来。这样的裁
判，有利于保护丹丹的合法权
益。

▶
对
话

旌阳区人民法院少年和家
事审判庭的任寒秋法官，是丹
丹监护权案的主审法官。这起
全省首例亲生父母因遗弃子女
被撤销监护权的案件，曾让他
反复斟酌。

记者：这个案子摆在你面
前的时候，你是怎么看的？

任寒秋：以往遇到这种情
况，我们采取的方式多是送回
去，因为通常情况下孩子还是
待在亲生父母身边利于成长。
但是丹丹的亲生父母，不能给
孩子一个好的环境，也不愿意
抚养，我们才决定要撤销亲生
父母的监护权。这的确是一个
新课题，但这一判决也是为了
给孩子一个新的未来。

记者：旌阳区民政局最开
始只提出撤销母亲的监护权？

任寒秋：是的。在这个案
子中，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人性
关怀，也考虑了丹丹的未来。
当时我们担心要是亲生母亲的
监护权撤销了，如果孩子后来
有了好的发展，父亲又跳出来
主张权利，这样不利于孩子生
活和未来。所以我们建议把亲
生父亲的监护权一并撤销。

记者：丹丹现在的情况你
们知道了吗？

任寒秋：孩子找到了一个
很好的领养家庭，也有了最好
的归宿，基于对这个领养家庭
的了解，我相信丹丹未来会有
更好的生活。

丹丹养母：
孩子已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

主审法官：
这一判决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丹丹信息将严格保密
生父母不得骚扰孩子

法治之光照亮了弃婴成长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唐金龙 摄影报道

德阳旌阳区的女童丹丹
（化名），刚刚满两岁零7个月，
但她却遭遇了巨大的人生波
折。

丹丹还在母亲肚子里时，
她的母亲因盗窃被警方挡获，
后因怀有身孕被取保候审。丹
丹出生刚两天，即被亲生母亲
王某抛弃，今年6月，王某因遗
弃罪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
一年。而丹丹的父亲，是一个
另有家室的吸毒人员。

今年9月，旌阳区人民法院
判决，撤销丹丹亲生父母的监护
权，由旌阳区民政局担任丹丹的
监护人。12月1日，一对没有生
育的夫妇正式领养了丹丹。根
据法律规定，这场案件和领养手
续的所有经手人都将对丹丹的
去向严格保密。这起案件也成
为四川首例亲生父母因遗弃子
女被撤销监护权的案件。

12月6日，在对旌阳区民政
局作出保密承诺后，记者电话联
系上了丹丹的养母。这位中年
女士在电话里说：“从两年前丹
丹到我们家，我和老公就把她
当成了亲生女儿，我们已经决
定不告诉她亲生父母的事。”

事 件 全 过 程

▶
提
醒

▶
点
赞

德阳旌阳区人民法院少年和家事审判庭审理抚养丹丹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