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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初识
感觉这个房东叔叔有点“凶”

6月初，住在温江的龚娜感觉身体
有些不适，便到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做
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她得
了皮肤病，并建议她做手术治疗。6月
7日左右，龚娜在医院做了手术。“当时
以为做完手术后，自己已经痊愈了。”

休息了一周之后，龚娜状态好了很
多，便开始积极面试找工作。经过几轮
面试，她最终在火车南站附近的公司找
了一份平面设计相关的工作。

大病初愈，又找到了新的工作，那几
天，龚娜和朋友聚会、逛街，又恢复了往日
的活力。为了上班方便，她和好朋友莉莉
准备在火车南站附近找一个套二的房间。

“莉莉也是在那附近上班，我们又是从初中
就相识的好朋友，就决定一起租房子。”

找房子的过程不是很顺利，那几天
龚娜和莉莉接连看了好几家都没有定
下来。“要么价格太贵，要么环境很差，
我们刚毕业一年经济不是很宽裕，想找
到合适的房子有点恼火。”

6月23日那天，龚娜偶然在网上看
到川大望江校区附近一个套二的房间正
在出租，她和莉莉都觉得不错，便电话联
系准备实地看看。看房时，接待她们的
是房子的上任租客，她告诉龚娜和莉莉，
房子的主人是一位老人，他不会上网就
委托她在网上把房子挂出来出租。

龚娜和莉莉很满意这个套二的房
子，“虽然是老小区，但房子的户型很
好，家电设施都很齐全，交通也很方便，
离火车南站地铁站也只有几站，月租只
需要1500元。”

当天，两人就决定把房子租下来。
没过多久，房东就过来了。“感觉房东有
点凶，他不像其他老人穿得那么随意，
那天天气有点热，他还穿了一件衬衣和
长裤，很正式。”龚娜说。

龚娜回忆，当天房东黄叔叔全程表
情很严肃，话很少，“基本上是问一句，
答一句。”当得知龚娜决定要租房，房东
没有说马上要交定金或者签合同，而是

“酷酷”地给她们留一个银行卡号说，
“合同可以改天再签，以后房租就打在
这个卡号上。”

惶惶恐恐
病情复发需要手术被迫违约

6月24日，是医生嘱咐龚娜定期到
医院复查的日子。听到复查结果，龚娜
的心情如晴天霹雳，美好平静的生活又
被打乱了。“当时医生告诉我，病情已经
复发，并建议我立即转到华西医院去治
疗。”

拿着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生的
介绍信，龚娜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就
医。医生即刻为龚娜安排检查治疗。
经过检查确认，龚娜的病情已经恶化，
需要马上安排手术。“医生给我说第二
天上午手术。”

25日上午，由于查出龚娜有炎症，
身体状况很虚弱，医生让她回家先休息
几天，等身体状况好一点再安排手术。

“病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就是会不

断复发，每次做手术的费用大概是几千
块钱。”龚娜说，这个病带给她的是精神
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不知所措的她，那
几天晚上常常失眠。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龚娜没有将病
情告诉父母，独自承受这份压力，“去年
毕业后，选择留在成都，当时就觉得自
己应该独立了，遇到困难自己要去克
服，熬过去了就好了。”

尽管不断给自己加油打气，当天下
午，坐在快餐店里，这个今年才22岁的
女孩依然显得很无助。“毕竟这个月发
生太多事情了，生病、手术、病情复发接
连而来，爸妈又远在广元的老家，感觉
特别孤立无援。”龚娜说，幸亏好朋友莉
莉在自己身边，能说说心里话，帮她想
办法。

思绪游离间，她突然意识到因自己
病情复发，工作不能按时去报到，那就
意味着没必要着急租房。“一是因为身
体状况确实不好，可以等手术后身体恢
复了再租房。二是因为这个病需要多
次做手术，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能节
约一点是一点。”

想到这里，龚娜向房东黄叔叔发了
微信，表达了自己的歉意，称不能如约
租房。

发完微信，龚娜的心情很忐忑，“当
时以为房东会斥责我，说我不履行约定
这些，说不定还要赔违约金。”

泪泪奔奔
房东未生气还发红包安慰她

没过几分钟，房东黄叔叔回复了。
龚娜惴惴不安地点开了微信，令她意外
的是，文字中不仅没有责怪的字眼，还
发来一段安慰的话,“小龚你好，这么年
轻的你生病了，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希望你好好治疗，早日康复！”黄叔叔还
给龚娜发了一个红包。

龚娜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在
医院听到诊断结果我都没有哭，当看到
黄叔叔发来的微信，我再也压制不住这
一个月以来累积的情绪，潸然泪下。”

龚娜说，这一个月来，所有的不安、
惶恐、无奈、害怕交织的情绪都在那一
刻爆发了。她没有想到在离家这么远

的地方，一个萍水相逢的房东会安慰自
己，会给自己发红包，那一刻心里有说
不出的温暖与感动。

她没有收下黄叔叔发的红包。她
告诉记者，虽然经济紧张，但是她自己
还是能保证生活与手术费。对于她而
言，黄叔叔的关心就是最大帮助。顿了
顿，她说，“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黄叔叔
给予的鼓励与温暖。”

当时，房东坚持让龚娜收下自己的
红包，他告诉龚娜，虽然钱不多但是是
一份心意。龚娜婉拒了，她回复说：“我
还年轻还可以挣钱，你比我年长更需要
钱以备不时之需，说了很多话都不足以
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孟子常说，浩然正
气，我想你就是有一身浩然正气的人
了。”

最后，龚娜没有打开红包。对她而
言，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温暖带
给她战胜病魔的勇气。

对话房东：
作为长辈

想鼓励小女孩乐观生活
6月3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联系到房东黄先生。他没有想过
自己的行为，会给女孩这么多感动。他
坦言，这个女孩到成都来生活、工作很
不容易，年纪轻轻就遇上这种病，还不
告诉父母，很坚强。作为长辈，希望能
鼓励她战胜困难，“每个人都会经历这
样或那样的困难，看到她有这样的困
难，就是想帮她一下，哪怕仅仅是精神
上的支持。”

黄先生说，他的这个房子已经出租
了很多年了，由于他不会上网，每次都
是别人帮他出租房子。这次能鼓励到
这个小女孩也是一种缘分。他说，如果
换作其他人，也会去鼓励这个坚强的小
女孩。

目前，龚娜正在温江的家里休息。
她告诉记者，等她身体状况好一点就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手术。“这个月过
得很艰难，但有了这份鼓励，我会更坚
强面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杨金祝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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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7时）
AQI指数 35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雅安、巴中、乐山、
绵阳、资阳、眉山、德阳、西昌、广元、
达州、自贡、内江、遂宁、宜宾、泸州
良：广安、攀枝花、南充

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AQI指数 49—79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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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至8月12日
雅西高速两收费站交通管制

华西都市报讯（颜帮富 记者 徐湘东）
6月30日，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
路六支队、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执
法第六支队发布通告，因改扩建施工需要，
从7月2日到8月12日，G5京昆高速公路
漫水湾、泸沽收费站将实施交通管制。

具体交通管制时间为：
漫水湾收费站
7月2日-7月10日，成都方向至漫水

湾站的车辆不能出站、漫水湾往西昌方向
车辆不能进站。

7月17日-7月24日，西昌方向至漫
水湾站的车辆不能出站、漫水湾往成都方
向车辆不能进站。

8月6日-8月12日，漫水湾收费站全
部封闭。

泸沽收费站
7月12日-7月20日，成都方向至泸

沽的车辆不能出站、泸沽至西昌方向车辆
不能进站。

7月25日-7月31日，西昌方向至泸
沽站的车辆不能出站、泸沽至成都方向车
辆不能进站。

8月1日-8月4日，泸沽收费站全部
封闭。

交通管制期间绕行线路：
在上述时间段内拟通行漫水湾、泸沽

收费站的车辆，应提前驶出高速公路，绕
行国道108线，避开管制站口后就近驶入
高速公路。

高速交警提醒，为确保道路畅通和通
行安全，请广大驾乘人员自觉遵守通告规
定，结合电子导航，提前规划出行线路及
时间，服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交通执法
部门指挥，并遵照其他交通诱导提示信
息，安全有序通行。凡违反交通管制规定
的，将依法依规处理。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75期
开奖结果：1662738，一等奖0注；二等
奖 5 注，每注奖金 52597 元；三等奖
159注，每注奖金1800元。（1346.2万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75期
开奖结果：612 直选：3335（214）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
奖金346元；组选6：8094（503）注，每
注奖金173元。（1214.3万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75期
开奖结果：61293 一等奖：29注，每注
奖金10万元。（2.51亿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最大一次演练
252名特警参与

7月1日上午10点过，在成都市公安
局战训基地，成都特警7.1实战实训综合
汇报演练正式开始。据介绍，这次汇报演
练是为了强化特警应急处突专业队伍的
快速反应和实战处突能力，从而全面有力
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此次演练有标语
靶射击、格斗方阵演练、快反处置演练等
8个演练科目，252名特警队员分成6个
方队实弹参加演练，而这，也是成都特警
近年来规模最大、人员最多、装备最全、最
贴近实战的一次综合演练。

蒙眼拆装枪
女特警用时23秒

在蒙眼拆装枪项目中，成都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黑豹突击队民警申思作为92式
手枪拆装枪的演练者，前后仅花了23秒
就完成了手枪分解、组装全过程。申思告
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拆装枪是
他们的日常训练项目，每天都会练，耗时
差不多在20秒之内，在此基础上，蒙眼拆
装枪作为一种额外的训练方法，主要是为
了训练大家在黑暗中的拆装应变能力。

“也许看的人没有那么深的感受，但
其实蒙不蒙眼睛完全是两码事。蒙上眼
睛后眼前一片漆黑，等于没有了视觉，只
能靠手指的触觉来组装枪，难度系数自然
也就增高了。”申思说，不过一旦熟练掌握
了蒙眼组装枪的技能，即使是在完全看不
到的地方，也能自如进行手枪的拆装。“作
为黑豹突击队中的一员，我平时主要承担
反恐、防暴和处置突发事件等特殊任务，
有可能会遇到黑暗中手枪卡壳的情况，如
果平时接受过蒙眼拆装枪训练的话，就能
比较冷静地应对这一情况。”

精准狙击
应对人质劫持事件

精准狙击作为演练的另一个重点，同
样引人注意。成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政委
任刚表示，在极端个例暴力事件中，特警队
员就可能会遇到人质被劫持并需要执行相
关狙击任务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特警需要
足够的冷静与狙击熟练度，因此平时的训
练强度会远远大于实战，以保证突发情况
下的快速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现场
狙击目标的大小从苹果到桂圆不等，而特
警们依旧能做到精准射击，这背后是他们
付出大量的汗水和心血换来的。”

95后妹子因病毁租约
房东反而发红包安慰

这个夏天，广元95后妹子龚娜（化名）的微信里收到了一个最温暖的红包。她没有收下钱，甚至不知道红包里
装了多少钱。但是，这都不重要，这个从房东那里飞来的红包让她感动得泪流满面，还给了她战胜病魔的勇气。

原来，龚娜生了一场病，她无法继续租房东的房子。6月25日下午，她在微信上，给只见过一面的房东发了
条信息，表达了歉意。

“这么年轻的你生病了，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希望你好好治疗，早日康复。”房东黄叔叔不仅没有责怪她，还
安慰她并发了个红包，鼓励她乐观一点，积极面对治疗。

龚娜说：“在医院听到诊断结果我都没有哭，当看到黄叔叔发来的微信，我再也压制不住这一个月以来的情
绪，潸然泪下。”

成都女特警仅用了23秒

蒙眼拆装枪，你猜猜最快速度是多长时间？7月1日，在成都市公安局战训基地内，成都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黑豹突击队女民警申思仅花了23秒，就在眼睛全蒙的情况下完成了92式手枪的分解和组装。
◀◀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见习记者韩雨霁
成都市公安局供图

▲女特警申思
（右）蒙眼拆装枪。

集结完毕，特警准备演练。

◀特警合作狙
击演练。

◀两名队员合作
翻滚300斤的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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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娜与房东的微信对话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