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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你看，用虎皮色布料做外皮，
里面加入艾叶、野菊花等做枕
芯，一个栩栩如生的布老虎就

这样完成了。”8月1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前往绵阳市游仙区忠兴
镇鲤鱼村七社，亲眼见证了95岁高龄
的王福秀婆婆那一手好手艺。

20多年来，老人用她的手工活，不
但养活了女儿一家，还帮女儿家修起了
房子。

如此高龄的老人，精力已大不如从
前。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挣钱让脑
瘫的外孙娶上媳妇。“人总有走的那一
天，你看我外孙这一家人脑壳都不灵
光，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哦！”

95岁老人做布老虎
高温天，网上接了39个订单

8月16日中午，满头银丝的王福
秀老人坐在孙子左思文的堂屋前，为
布老虎肚子里仔细地填充艾叶，再用
针线把布老虎屁股缝上，随后又装上
一个翘翘的尾巴。在堂屋的地上，摆
放着不少已做好的布老虎。“奶奶年
龄大了，我们让她好好休养，但她一
直不愿意停下来。”40多岁的左思文
是王福秀的大孙子，如今他也当上了
爷爷。左思文说，奶奶以前做布老
虎，从买布料到扯艾叶、摘野菊花，以
及后面的缝制都是自己亲手完成。
现在年龄大了，扯艾叶这些体力活没
法做，他们这些孙辈就到田头去做这
些体力活。

“我们让她安享晚年，但奶奶就是
不听。”左思文说，每隔半个月，奶奶就
要将做好的布老虎拿到绵阳城里去
卖。“她腿脚不灵便，我们就将她所做
的布老虎送到城里的出租屋，再让表
弟牵着她到市中心去摆摊。”

近一个月来，由于天气炎热，王福
秀婆婆无法承受高温天气带来的不
适，所做的布老虎只能堆放在家里。
一个星期前，绵阳一个爱心团队得知
这一情况后，专门为其开设了一个网
店帮忙卖布老虎。“这几天接了39个
订单，她又开始忙活了。”左思文说。

中午吃饭时，王婆婆的大孙媳妇梁
翠华给老人做了绿豆稀饭。坐在饭桌
边，王婆婆逗弄着抱在孙子手里的玄
孙。梁翠华说：“奶奶是甲子（1924）年
生的，今年都95岁了，但她停不下来，
因为一直放不下小姑和她的外孙。”

做起老虎养起家
“我一直放心不下幺女一家”

梁翠华口中的小姑，是王福秀婆婆
的三女儿。

在与王福秀老人闲聊中，老人道出
了自己的担忧：“我一直放心不下幺女
一家”。

王婆婆说，她有一儿三女，三女儿
在7岁的时候被马蜂群蜇伤，脑部受
损，智力一直停留在孩童水平。

“三女儿生下来就身子弱，后来又
让马蜂给蜇了。好不容易将三女儿养
大，并让她成了家。结果三女儿在生产
时，孩子只有一斤八两重。”王婆婆告诉
记者：“我当时就怕孩子养不活，经过多
方治疗，孩子虽然保住了，但成了脑瘫
儿。”

王婆婆心里一直觉得，是自己当年
没有把女儿照顾好，“那是我的心头肉
啊。”在外孙救活后，她就从儿子家里搬
到了三女儿家，并担负起了帮女儿养家
的重任。

刚搬进三女儿家时，王婆婆已快
70岁，“那会已做不动农活了，根本不

知道该如何帮女儿。”王婆婆说，她后来
到一个亲戚家里看到一个布老虎，便有
了做布老虎挣钱的想法。

老人将亲戚家的布老虎拿回家，拆
开后再照着做。王婆婆靠着以前学到
的缝纫技能，一遍一遍进行练习，做出
了一种小老虎枕。用虎皮颜色的布做
外皮，下面用红布封底。细心的王婆婆
还用黑色的线挑出了胡子和老虎头上
的“王”字，取的是“老虎进家，人人都
夸”的寓意。枕头里面用艾草、白芷、金
银花等中草药材填充，散发出天然的香
味。

每隔一段时间，王婆婆就带着做好
的布老虎，带着脑瘫的外孙到城里摆
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时，王福
秀三女儿家土墙房子倒塌，老人拿出自
己所攒的钱、再加上借的一部分，为三
女儿修起了二层楼的新房。据鲤鱼村
的王姓老书记介绍，前几年区人社局工
作人员下来调研，相关部门想帮扶他们
把家中的债务解决了，结果一了解才知
道，他们已自己还完了四五万元的债。

“以前眼睛好使的时候，一天能做
两三个；现在眼睛不行了，一天最多只

能做一个多一点。”王婆婆说，自己岁数
大了，希望幺女一家能过得好点。

让外孙学一门手艺
“希望能看到他娶上媳妇”

“外孙已27岁了，到现在也没有成
家。”王婆婆说，她的年龄大了，总有走
的一天，但心里一直放不下三女儿一
家，特别是脑瘫的外孙。

由于外孙智力受损，很难在外面谋
个职业，王婆婆就教他做布老虎这个手
工活，希望他能学个养家糊口的技能。

“刚开始学做虎枕，他做出来的小老虎
就和一只猫一样大小，后来慢慢地边做
边学渐渐就好些了，现在我眼睛没有以
前那么好使了，这两年里很多都是他做
的。”王婆婆说。

王婆婆不但教会外孙做布老虎，还
带他到城里去卖布老虎。“他能照顾一
下我，还可以学到如何进行买卖。”王婆
婆说，近几年，她给三女儿一家买了小
三轮、旋耕机，女儿一家又种了十几亩
土地。“外孙的年龄也不小了，希望我能
看到他娶上媳妇。”王婆婆说，这是她一
直想完成的一个心愿。

近期小区蟑螂增多，物业统一组
织消杀，入户提供杀蟑药并包教会使
用方法。住户本以为这是物业提供贴
心的服务，没想到却一步步掉进了骗
子设置好的骗局。

8月14日，家住成都市锦江区岳
府街某小区的张先生，在支付了400
元消杀费用给自称是物业工作人员的
女子后，却突然觉察到有点不对劲。
等他下楼向小区值班人员求证后，才
发现自己被骗了。而物业工作人员表
示，张先生已不是小区里第一个被骗
的住户了。

遭遇遭遇
骗子自称物业工作人员
入户教学消杀四害

“你在楼下没看消杀通知吗？灭
蟑药领了没有？”8月14日晚7时许，
刚下班回到家的张先生点了一份外
卖，听见有人敲门，便起身开门。然
而，站在门外的并不是外卖小哥，而是
一名自称物业工作人员的女子。

“短头发，深色上衣，没有穿工装，
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在意那么多。”据张
先生回忆，一开门女子就用责问的语
气，问他是否没有注意楼下的消杀通
知，还称近期小区蟑螂增多，物业正在
统一组织消杀。随后，又像是早就猜
中了一般，女子从蓝色文件袋里拿出
一管灭蟑药。“把这个挤在下水管道里
就行了。”女子边说边进了房门，在张
先生的带领下来到厨房。她将手中的
灭蟑药挤在厨房洗菜盆的下水管处，
并吩咐张先生找个东西将其盖住，避

免药性挥发。张先生随手拿了一个平
底锅盖在管道口处。

随后，女子将剩余的三分之二管
灭蟑药递给张先生并贴心提示：“阳台
还有其他的下水管道，都照这个方法
挤一点。”

求求证证
支付400元后感觉蹊跷
向物业求证得知被骗

直到此时，张先生都没来得及核
实女子的身份，也没察觉到有什么异
样。“因为平时物业来往也比较多，觉
得他们还挺认真负责的。”张先生说。

这名女子将灭蟑药递给张先生并
教会其使用方法后，就急着离开。离
开前，她向张先生索要了400元消杀
费用，并开具了一张收据。收据上写
着“消毒预防四害，每月一次”，收费金
额为每月33.8 元，年付共计400元。

“她解释说，这个费用是针对租户的，
如果是房东需要收取600元。”由于收
据上的公章有些模糊，只能依稀辨认
出“天亿信有害生物”等字样。

因为涉及到费用，张先生警惕了
起来。但此时，该女子又表示：“没关
系，这笔钱只是预收，每个月都可以去
楼下物业处取药，连续使用两个月后，
如果效果达到了，剩余的钱是可以退
的。”随后，张先生通过支付宝给她转
账400元，女子离开。

吃完饭后，张先生下楼散步，顺便
向值班人员求证此事，没想到却被告
知，自己被骗了。

◆95岁高龄的王福秀婆婆，
20多年来用一手漂亮的手工活，养
活了女儿一家，还帮女儿家修起了
房子，还清了债务。

◆如今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
望挣钱让脑瘫的外孙娶上媳妇。“人
总有走的那一天，你看我外孙这一
家人脑壳都不灵光，以后的日子怎
么过哦！”

做“老虎枕”扛起女儿一家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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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
山东驴友

违规穿越贡嘎雪山
疑发生严重高反遇难

8月15日上午8时50分，甘孜州
康定市公安局贡嘎山派出所接到玉龙
溪村民电话报警称：在贡嘎山乡玉龙
溪村牛场与老榆林交界处日隆沟（地
名），一徒步穿越驴友在露营地疑似发
生严重高反，人已昏迷，请派人救助。
派出所民警王鹏立即与贡嘎乡政府两
名工作人员及乡卫生院两名医务人员
一同上山救援。

日隆沟海拔5500米，距贡嘎乡政
府所在地数十公里，王鹏一行立马换
乘汽车、摩托车、马匹等交通工具，徒
步翻越一座海拔六千多米的雪山，历
时五个小时，于13时 30分到达救援
地点。此时，那名驴友疑似发生高反
昏睡在帐篷内，已经失去意识。

医务人员立即对其进行紧急救
治，但驴友情况并无好转。医务人员
建议立即将其转运至海拔较低、条件
较好的乡卫生院继续救治。

王鹏等人在玉龙溪村民协助下，
用马匹及摩托车转运疑似昏迷驴友，
并于当天下午4时27分到达公路，立
即将疑似发生高反的驴友抬上警车。

遗憾的是，下午5时 50分，当救
援警车到达贡嘎山乡卫生院时，疑似
发生高反的驴友已经失去生命体征。

初步查证，该驴友姓范，山东烟台
人，系违规徒步穿越贡嘎山景区，救援
时未发现有同伴。目前，警方已与范
某某家人取得联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灭蟑药骗局
以为物业统一消杀四害
哪知是骗子“送货上门”

物业说法物业说法
此类骗术并非首次出现
曾有骗子当场被逮

“不是我们组织的，我们不会
发放这个药，你应该是被骗了。”面
对张先生的求证，小区一楼值班人
员给出了这样的回复，并表示详
细情况需要等到第二天一早询问
物业工作人员。回到家中，张先
生在网上查询发现，女子卖给自己
的杀蟑药，一管仅需10余元。

15日一早，张先生向物业工
作人员反映了自己的遭遇，并在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调取了事发前后
的监控视频。但由于小区仅有一
楼电梯间和大楼外侧设置了摄像
头，经过查找，事发时间段，除了有
一辆可疑车辆进入地下车库外，没
有发现张先生所描述的女子的踪
影，“她可能直接从负一层上了楼，
或者走了楼梯。”

虽然查找监控无果，但物业
工作人员表示，张先生已不是小
区内第一个遇到此类骗术的人
了。“之前就有一对男女用同样的
手法骗了住户。还有一次有住户
直接电话联系物业核实，当场拆
穿了骗子的骗术。报警后，骗子
被民警带走了。”

目前，张先生已经向辖区派
出所报案。他说：“一方面希望能
找到骗子挽回损失，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能提醒其他住户，不要再
被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于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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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收到骗子开具的收据。封面视频截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周洪攀姚茂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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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何
勤华） 8月14日成昆铁路凉红站至埃
岱站间发生高位岩体崩塌，造成铁路
线再次中断后，各方力量全力搜救17
名抢险人员。截至8月16日21时许，
暂未发现失联人员。

16日，记者从凉山州甘洛县县城
出发，往北沿大渡河支流尼日河而下，
约8公里，就可到成昆铁路埃岱站。埃
岱站距成都站312公里，是成昆铁路上
的四等站。

一路上，泥石流肆虐的场景不时
出现。自今年7月以来，甘洛县遭受了

“7·29”“8·3”连续暴雨袭击，造成严重
灾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成昆铁路
沿线区段多次发生水害，三度中断行
车，并有人员伤亡或失联。

事发区间位于埃岱2号和埃岱3
号隧道之间，有一涵洞相连，近期一直
处于反复抢险施工状态。高位岩体崩
塌发生时，抢险人员正在这里进行清
淤抢险作业。

记者当天中午赶至崩塌现场。这
里处于尼日河干热河谷地带，河流两
侧是高山、坡陡，道路狭窄，烈日暴
晒。在一些山坡上，崩塌的痕迹清晰
可见。在救援道路的出口，现场救援
一线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还有山体不
断在垮落，救援队伍只能暂时撤离。
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会在确
保安全、不发生次生灾害的情况下，全
力、积极组织搜救。

记者从抢险救援指挥部了解到，
按照搜救方案，16日的搜救工作采取
机械和人工同时作业的方式在崩塌区
域进行。同时，在灾害点尼日河下游
沿线开展搜救工作。整合省州县公
安、特警、消防和乡村干部、乡镇民兵
应急分队，共计178人的救援力量，合
理划分搜救区域，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搜救组对尼日河沿河两岸、大渡
河流域的深溪沟水电站、枕头坝水电
站库区进行全面彻底排查，重点对河
水回流的地方、深水区和有岩石的河
段进行搜索，确保不留死角。随着搜
索范围的扩大，凉山州公安局紧急调
派30名特警于16日5时到达现场，投
入搜救工作。同时组织人员开展好失
联群众家属的安抚工作。

同日，西昌工电段组织了埃岱至
刘沟沿途各个工区职工，通过轨道车、
木船和步行等方式，在尼日河、大渡河
河面进行搜救，共计出动211人次，轨
道车3台，搜寻河面655处。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
开展。

——◆相关报道◆——

成昆铁路甘洛段沿线
及周边区域启动地灾排查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寇
敏芳）8月16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
获悉，成昆铁路甘洛段沿线及周边区
域地灾排查工作全面启动，截至16日
16时，已完成垮塌点周围800米范围
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现场确定隐
患点7处。排查工作将主要针对成昆
铁路甘洛段沿线及县域内其地区域已
有地质灾害点、新增地质灾害点、已治
理工程点进行调查、复核，对专业监测
设备及效果进行评价。

此次排查将于8月25日全面完成
野外调查工作，8月29日完成初步成
果资料汇总，为有关部门开展地灾防
治工作提供参考。

各方力量全力搜救

暂未发现
“8·14”灾害失联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