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男孩深夜迷路路边哭泣
民警找遍50栋楼送他回家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代表全校1万余名本科生、研究生发言

北大开学典礼 重庆女学霸“引爆”全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秦健

重庆商报讯 近日，渝北区龙兴镇
一小男孩贪玩迷了路回不了家，在路边
不停哭泣，幸好被渝北分局交巡警支队
龙兴大队民警发现。在民警的热心帮助
下，走失的小男孩最终回到了父母身边。

据介绍，9月3日晚8点左右，龙兴大
队民警在大队部外发现了一名五六岁的
小男孩独自蹲在路边哭泣。民警当即将
小男孩抱回队部安慰。经过民警反复询
问，小男孩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住址和
爸爸的电话。可民警拨打其父亲电话，
却一直是关机状态。

于是，民警开着警车带着小男孩来
到和合家园小区寻找。由于该小区共有
50余栋住宅楼，民警只得带着小男孩挨
楼寻找，一直找到第三期小区，小男孩终
于认出了家门。当民警将小男孩送到
家，开门的小孩父亲才得知儿子竟然在
外迷路了，于是连忙对民警表示感谢。

重庆商报讯 普通轿车的准载人数
是5人，可在9月 9日 8点 30分左右，沙
坪坝陈家湾一辆准载5人的轿车却塞下
了 12个人。所幸该车刚上路就被沙区
交巡警支队勤务一大队民警查获，避免
了险情的发生。

经查，该车共搭载了12名驾乘人员，
其中有8名成年人和4名儿童。民警经调
查得知，当日晚间，驾驶员吴某陪家人在
二郎为亲戚庆祝生日，酒宴过后外面下起
大雨，包括驾驶员吴某在内共有12人准
备离开。在亲友的坚持下，吴某最终让
11名亲友挤上了车。就这样，吴某驾车
从二郎前往沙坪坝三峡广场附近某小区，
没想到行驶到陈家湾路段被民警发现。
最终，吴某因超载，被沙区警方依法处以
计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重庆商报讯 夜班的哥来
了，白班的哥的姐也到了，还有的
哥们的家属也来了！昨日早上9
点，国泰出租“雷锋”大队南岸分
队19名的哥、的姐齐聚渝中区桂
花园市血库中心，在队长黄晓良、
周红的带领下，进行义务献血活
动，以解血库燃眉之急。据悉，此
次献血活动，的哥的姐们共献血
3900毫升。

张德富是一名老的哥，他已
开了11年出租车，加入“雷锋”的
士服务队也已长达5年。“帮助别

人，愉快自己。”张德富称，做公益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前几
天，他接到献血活动的消息后，立
即就报了名。他回家后给儿子说
起此事，正在实习休假期的儿子
不仅大力支持，还表示要一起参
加献血活动。

昨日早上，上完夜班的张德
富便约上儿子，一起赶到了市血
库中心。经过检查，张德富被告
知，他因刚上了夜班，需休息好后
才能再献血，而他的儿子则顺利
地献血 300 毫升。“没事，我准备
哪天休息好后，再去献血车上
献。”张德富如是告诉记者。

成功献血的“雷锋”的姐周
红则激动地告诉记者，加上这
次，已经是她第三次来献血了，
不过前两次都因各种原因未能
成功，这次总算了了自己的心
愿。据了解，献血当日，本是周
红的白班，不过她为了参加献血
活动，自掏板板钱，停工参加本
次活动。周红透露，跑一个班多
时能赚两三百元，少时也有百把
块，但人的一辈子，不能只向钱
看。而且，她自加入“雷锋”的士
服务队 5 年来，参加了多次公益
活动，给 11 岁的女儿树立了很
好的榜样。

重庆商报讯 昨天，到江北
机场西路一家加油站加油的驾驶
员遭遇“冰火两重天”：左边加油
通道等待加油的车辆排起长队，
而右边加油通道的车辆廖廖无
几。“我第一次遇到这样奇葩的一
幕。”一名驾驶员在朋友圈发帖
说，“大家都去左边加油，难道是
右边的油品有问题？还是有其他
原因？”昨天，记者赶到这家加油
站进行调查。

蹊跷
加油站左边“热”右边“冷”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江北机
场西路这家加油站看到，左边等
着加油的车辆已经排到了加油站
外的公路上。而坐在车里的驾驶
员都很淡定，随着前面的车辆缓
慢移动，并没有挤到右边去加
油。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在右边
加油的车辆却廖廖无几。记者在
现场观察了十多分钟，只看到一
辆车到右边加油，加油的速度比
左边快很多，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而在左边加油要等十多分钟。
“我已经等了五六分钟了，

前面还有两辆车。”驾驶员蒋先
生告诉记者，他来加油时看到左
边车辆排起队，而右边却一辆车
都没有。“我当时以为是右边的
油品有问题，所以大家都不去右
边加油。”蒋先生说，想到大家都
没去右边加油，他也没有多问，
于是老老实实在左边排队等着
加油。

缘由
右边比左边油价高3角5分

一个加油站为何“冷热不
均”？这家加油站的杨经理昨天
告诉记者，并不是右边的油品有
问题，而是右边的油价比左边每
升高3角5分。杨经理这样一说，
记者才注意到，左边92号汽油是
5.93 元/升，95 号汽油是 6.29 元/
升，0 号柴油是 5.88 元/升；而右
边 92号汽油是 6.28 元/升，95 号
汽油是 6.64 元/升，0 号柴油是
6.23元/升。每升均优惠了3角5
分。正是这3角5分钱的价差，让
很多车主都在左边排队加油，而
不去右边加油。

真相
油价不同是因左边有优惠

为什么同一个加油站的同一
型号的油会有两种价格呢？杨经
理表示，这是由于左边的加油机

是针对零散驾驶员的，右边的加
油机是针对预付款车主的。

“我们对零散驾驶员现金支付
每升优惠3角5分，而针对预付款
的车主和公司没有优惠。”杨经理
说，现在成品油实行市场价，政府

只是指导价，只要油价没有超过指
导价，都是正常的。他说，每个加
油站都可以根据需要和竞争情况，
自己制定价格，只要每升成品油的
价格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就没
有问题，否则就要被处罚。

9月8日，北京大学2017
年开学典礼在邱德拔体育馆
举行，毕业于重庆八中的重庆
籍新生赵兰昕代表全校 1万
余名本科生、研究生发言。她
短短6分31秒的发言妙趣横
生，引发了全场师生的阵阵掌
声。据悉，赵兰昕以703分夺
得2017年高考重庆市理科第
五名，曾获中国女子数学奥林
匹克全国第一名、全国中学生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但堪
称数学学霸的她却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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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好心帮忙付账
小伙食言删掉他微信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重庆商报讯 近日，市民龙先生碰
到一件让自己很不舒服的小事：他热心
帮人付账，却差点被人占了便宜，幸亏有
民警的帮助，才让他避免了损失。

原来，9月5日下午2点多钟，龙先生
到渝中区出入境办证大厅自助服务区办
理业务，这时身边有个自称姓罗的小伙
子求助于他。小罗称自己忘带银行卡，
希望龙先生能代他刷卡支付 45元的办
证费，他再通过微信向龙先生转账。好
心的龙先生当即答应了小罗的请求。谁
知在龙先生刷卡支付后，小罗却趁其不
备悄悄离开，并快速删除了龙先生的微
信。龙先生发现上当受骗后，立即向出
入境民警求助。

出入境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与小
罗及其家属取得联系。罗某迫于压力，
于当天下午4点钟重新回到出入境办证
大厅。民警对小罗进行了严厉的法制教
育，并责令小罗将45元现金当面返还给
了龙先生。小罗还主动向龙先生道歉，
并向民警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犯错。

一辆轿车竟挤了12人
幸亏被民警及时拦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小车内塞下了12个人 沙区警方供图

的哥的姐们在献血现场 受访者供图

赵
兰
昕

赵兰昕在开学典礼上发言 受访者供图

重庆商报讯 为努力营造村社慈孝
文化氛围，昨日上午，一堂别开生面的慈
孝文化故事会在大渡口区八桥镇互助村
召开。30 余名村民集聚一堂，共话慈
孝。村干部们现场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
诠释“孝”的深刻含义。

据悉，此次故事会主题为“慈孝互助”，
内容主要围绕“孝”和“德”，结合辖区“慈
孝”文化活动的实际，结合身边典型案例，
从“明确慈孝文化意义”“营造慈孝教育家
园”等方面，生动讲述了“百善孝为先，孝为
百行首”的深刻内涵。互助村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故事会分享，号召大家发扬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会爱家人尤其要尊重
老人，为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友爱互助、社
区文明和谐奠定良好的基础。

“慈孝互助”故事会
号召村民孝贵在行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慈孝互助”故事会现场 通讯员 易敦科 摄

热爱写作
数学学霸选择文学

开学典礼上，作为北京大学
元培学院 2017 级本科生代表，
赵兰昕以“因热爱，而成长”为
题，分享了自己的选择和感悟。

“数学固然是一条引人入胜
的道路，但我心里却有一根更
长、更坚韧的弦：写作才是我的
热情所在。”赵兰昕说，这个世界
正在飞快地发展，而平凡的人们
都有生动的悲喜爱恨、聚合分
离。如果不去写下自己了解的
故事、不去描绘自己见到的人
们，许多有趣的具体细节最终就
会被人们忘记。

赵兰昕觉得自己来到北大
是幸运的，因为“北大，有全中国
最好的数学专业，我可以继续探
索人类理性的奥秘；北大，也有
全世界最好的中文专业，让我可
以用兴趣与热爱的笔墨，记述世
间点滴”。

虽然沿着前人的足迹安排
自己的人生，似乎是一种被社
会认可的安全策略。然而，赵
兰昕还是毅然选择了一条自己
热爱的道路：“我的梦想在竞赛
同学中多少有些另类。在文学
的世界里，我没有现成的模式
可以遵循。”

“在北大，在这个鼓舞着个
性与多元的园子里，每一条道路
都不会孤独，每一种选择都会得
到支持。”赵兰昕希望在座的每
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梦想的方向，
去守护平等、守护真理、守护正

义；去创造价值、创造文化、创造
新知……让自己的理想在北大
的校园里生长繁荣。

一个已经攀上奥赛巅峰的
数学学霸，选择从这座充满荣誉
的名山上下来，重新去征服一座
充满不确定性的险峻山峰……

她的发言引来了现场同学
的阵阵掌声。

中考第一名
曾获数奥金牌

赵兰昕为什么能够代表所
有新生发言呢？赵兰昕觉得，身
边同学都很优秀，也都很有特
点，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北大
新生。也许正是因为普通，她才
能代表每一个北大人。

“一贯优秀”、“很有灵气”、
“有主见有想法”，这是将赵兰
昕招入北大的姚翔老师对她的
印象。而在赵兰昕的中学同学
和老师眼中，她是一枚妥妥的
学霸。

6 年前，赵兰昕开始每周一
节的数学竞赛课，她喜欢上了数
学有趣的逻辑和简洁的美感。
初中3年，赵兰昕的数学成绩一
般不会低于140分。其中初三有
一次月考，她甚至考了 150 分，
是全年级唯一一个满分。

2014 年 ，赵 兰 昕 以 总 分
729.5 分的成绩，获得重庆市中
考第一名，满分 750 分，她只扣
了20.5分。进入高中后，她在高
一时进入了数学竞赛班。

2016 年 8 月，赵兰昕以 108

分的高分获得第15届中国女子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第一
名，为重庆代表队斩获唯一一枚
金牌，也创造了历届重庆代表队
个人成绩的最高纪录，并直接获
得2016年全国数学冬令营参赛
资格，获得被北京大学降至一本
线录取的资格。

当年11月，赵兰昕又获得第
32届全国中学数学奥林匹克竞
赛决赛金牌，再次获得北大降至
一本线录取资格。

未来想成为一名作家
已有了明确学习规划

奥赛金牌、高考重庆市理科
第五名……虽然拥有众多与数

学有关的荣誉，但赵兰昕说，她
选择北大却是因为自己的文学
梦，因为她想成为一名作家。

从数学到文学，赵兰昕学会
自己去思考未来和选择方向，
她喜欢数学，但觉得还需要更
深刻的爱，才会支撑一个人终
生的事业。

赵兰昕表示，未来她可能会
选择心理学专业。而且她已经
有了明确的学习规划：排得满满
当当的课表；书包里随时装着的
文学类书籍；满怀热情地加入一
系列社团。

“少年何妨梦摘星?敢挽桑
弓射玉衡。莫道今朝精卫少，且
邀他日看海平。”赵兰昕最后用
一首诗来描绘了自己的理想。

19名“雷锋”的哥的姐集体献血3900毫升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徐勤

同一个加油站加油 为啥一边“热”一边“冷”？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讯 日前，万州区
消防支队执法人员发现，位于龙
沙镇的三心教育培训学校存诸多
重大火灾隐患。随后，万州区消
防支队提请万州区政府给予实施
挂牌督办整改。

当日，执法人员在三心教育
培训学校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学
校内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疏散指

示标志、应急照明设置不符合要
求，未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等重
大消防安全隐患。对此，根据重大
火灾隐患判定标准，执法人员将其
列入重大火灾隐患名单。目前，该
校已针对存在的隐患问题拟定了整
改方案和计划。

■万盛多部门排查整治消防
疏散通道

11日，万盛经开区消防大队
联合区公安分局、建设局等部门，
集中对辖区高层建筑小区、人员
密集场所等单位、区域开展了消
防疏散通道排查整治工作。

期间，发现部分高层建筑小
区内消防车道上设置的挡车墩、

障碍物等影响灭火救援的违法行
为。检查组督促物业公司对乱搭
乱建、乱停、乱放、设置障碍等情
况立即整改。

此次排查整治，共查处违法占
用消防车通道停车、设置挡车墩、
障碍物及违章搭建占用、堵塞消防
通道，影响消防车通行的违法行为
22起，当场拆除障碍物13处。

■江津多举措破解消防隐患
治理难

连日来，江津区消防支队立
足辖区实际，采取高标准管控、全
员大培训、重点大曝光等刚性措
施，坚决遏制辖区群死群伤重大
火灾事故发生。

除将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
整治纳入社区、派出所、行业主管
部门的平安创建和消防安全责任
制考评工作，推动建立人员密集
场所消防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外，

还建立完善了人员密集场所火灾
隐患督改机制。同时，江津区消
防支队以视频会议形式，培训人
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
理人1000余人。

夏季消防
安全专栏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万州一培训学校被挂牌督办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友

车辆在加油站有优惠的一边加油 记者 李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