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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
昨日，重庆主城天气晴朗，阳光露脸，不少市民
做好防晒走在路上，仍然觉得晒人。14时，我市
大部气温在25-30℃之间，全市多云到晴，主城
沙坪坝站气温27.8℃，室内凉爽，在户外的朋友
注意防晒。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雨水将在重庆
中西部和东南部出没，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后
天，阵雨或分散阵雨将洒遍全市，局地将出现中
雨。阴雨笼罩下，未来三天全市最高气温或难超
30℃。

专家提醒，初夏天气多变，大家需及时关注天
气情况，适时添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加强锻
炼，或多食蔬果，以增强自身免疫力。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11日白天，中西部地区和东南部阴天有阵雨

或雷雨，雨量西南部可达中雨到大雨，雷雨时伴有
短时强降水、局地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
区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16℃～29℃，城
口及东南部 12℃～23℃；主城区：阵雨转阴天，
20℃～27℃。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中西部偏南地区阴天
转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转阴天。大部
分地区气温 15℃～29℃，城口及东南部 11～
24℃；主城区：阴天转分散阵雨，21℃～26℃。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各地阴天有阵雨，局
地中雨。大部分地区气温16～28℃，城口及东南
部12℃～23℃；主城区：阵雨，21℃～26℃。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黎静）5月 10日，重庆高速集
团发布消息，全国收费公路恢复收费
后，出现了一些利用短信、电话实施
诈骗的骗术，从而使车主造成财产损
失。重庆高速集团提醒广大车主：重
庆高速 ETC 无需二次认证，接到类
似电话要格外留意，以免误入不法分
子的圈套。

“尊敬的用户你好，你的ETC认证
已失效，为避免影响正常通行，请及时
关注公众号‘通速管理中心’完成认
证！退订回T”、“【高速ETC】尊敬的车
主您好！您ETC认证已失效，请务必
在3月26日前及时核实完成认证，点
击etchyhy.com完成办理”……

重庆高速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国收费公路恢复收费后，一些不法分子
自称ETC工作人员打着“认证失效”、

“办理到期”的名义，向车主发送附带
“认证”链接或关注非官方微信公众号
的诈骗短信。因有不少车主忘记了自
己办理ETC的时间，往往对短信内容
信以为真，按短信要求点击了链接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并填写了相关信息，从而
造成财产损失。

该负责人表示，重庆高速ETC官
方 推 送 短 信 号 码 为 ：

“10690329312122”。一定要认准重
庆高速ETC官方办理平台和合法客
服，切忌乱点短信里附带网页链接、关
注非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按短语提示回
复相关文字以及网上搜索陌生号码进
行拨打误入不法分子的圈套。

为大力宣贯5月1日起施行的《重
庆市物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5
月9日，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主办、重
庆市物业管理协会承办的《条例》宣贯
日活动，在全市3000余家物业企业、近
万个小区开展，10余万物业人、数十万
业主参加活动。

市住房城乡建委物业监督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市物
业管理行业还将深入开展《重庆市物
业管理条例》学习贯彻活动，举办专
题培训和研讨，邀请专家对条例条文
进行解读，帮助基层和企业准确把握
和理解《条例》内涵，提升对《条例》的
理解和执行能力。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淳

1976年3月，娄必琳在新疆的一个石棉矿上生下了二
儿子张勇，不料医生告诉她：孩子可能有问题。矿上医疗水
平有限，医生建议她带孩子去当地县城或者回老家找更好
的医院看看。

起先，娄必琳并不相信医生的话。但孩子出生好几天后
仍睁不开眼，整个人软软地像一摊软泥，她不得不信了。

还没出月子的娄必琳决定带着出生才15天的张勇去
县城看病。从矿上去县城没有客车，她想方设法搭上了一
辆去县城的货车，货车的驾驶室里坐不下，她就抱着儿子坐
在货车车厢里。

3月的新疆，平均气温只有几度，娄必琳把身上的棉
衣脱下来，紧紧地裹住襁褓中的儿子，一路颠簸着往
县城医院赶，到了县城医院，之前还心存侥幸的娄
必琳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医生告诉她：“可
能是佝偻病，治不好。”娄必琳不信，坚持要让
儿子住院治疗，这一住就是一年。

“三翻六坐”是婴幼儿发育的基本规律，
可出生好几个月后，张勇却连抬头都很难，
更别提爬行和学走路。年幼的时光，张勇是
在妈妈的怀里长大的，吃饭、外出、上厕所都
得靠娄必琳。

很多亲戚朋友都劝说娄必琳丢弃这个
生病的孩子，可她坚持：“只要孩子活在世
上一天，我都不会放弃他。”

张勇一岁多时，娄必琳带他回到南川，
找到当时最好的儿科医生为他治病。医生确
诊，张勇患有重度脑瘫，很可能活不过四岁。

娄必琳依旧不信，她坚信：“我不仅是要在
他身上花费一些精力，而是会把我所有的精力都
放在他身上，肯定能让他长大。”在娄必琳的坚持
下，张勇一天天长大，转眼就过了四岁，慢慢地，又
长到了10岁。

医生曾断言活不过4岁的脑瘫儿
如今已44岁还能自己写作赚稿费

奇迹的创造者
名字叫做

“只要孩子活在世上一天，我都不

会放弃他。”44年，对大多数人而言，也

许已是生命的一半；对所有母亲而言，却是从未

中断的牵挂……在南川区，有这样一位母亲：44

年前，她生下一名患有重度脑瘫的男婴，在

医生已断言其活不过4岁的情况下，她不

辞辛劳、含辛茹苦，将其抚养至今。

1986年，娄必琳和丈夫决定回到家乡，她和孩子先回
南川，丈夫待处理好工作事宜后第二年再回家。当年8
月，娄必琳带着12岁的大女儿、10岁的张勇、7岁的小
儿子和全部家当，先坐了一整天的货车从矿上到火车
站，又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成都，再坐中转火车前
往重庆，最后又坐客车，足足折腾了五六天才回到
了南川。

丈夫却没能如约回来。第二年10月，娄必
琳的丈夫因脑溢血在新疆去世，她就成了家里
的顶梁柱。“我没有工作，家里全部的收入就
是矿上每个月给的生活费，4个人一共80
元。”娄必琳回忆说，拿到生活费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把一个月的米面粮油买齐，剩下的
钱是孩子的学费和其他生活开支，日子过
得很拮据。

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娄必琳放弃外
出工作，向亲戚朋友租借了一些地，靠卖
菜来补贴家用。每天天不亮，她就挑着菜
去街上卖，要是卖完菜时间还早，她就去
地里干活，到了饭点，就将就卖剩的菜随
便做一点。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一家四口
都习惯了不吃早饭。

不放弃
“把所有精力放在他身上，

肯定能让他长大”

顶梁柱
丈夫意外去世

一家生计全落在她身上

前几年，娄必琳的右耳后长出了一个斑疹，
不时流出脓水，本以为是小毛病，可到医院一检查，

却被确诊患有冠心病，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听到医生的话，娄必琳连连摇头拒绝：“住不得

院，我家里有个病娃儿，一天都离不得人，我要是住院了
他怎么办？”直到外孙答应她每天买好食物送到家里去，
娄必琳才同意住院，可刚过了三天，情况有所好转的她又
坚持出院了。

娄必琳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每天都要吃四
五种治疗不同病的药。衰老和病痛，已经成为她无法回避
的问题。

如果说张勇的未来是娄必琳最大的担忧，那么张
勇的病情能够好转就是她最大的心愿，从孩子确诊
为脑瘫那一天开始，娄必琳从未有过放弃治疗的
想法。

“医生说张勇活不过4岁，今年他已经44岁，
我相信我肯定能等到他好转的那天。”去年，一
位脑瘫专家为张勇检查后认为病情还有好转
的可能性，虽然还需要昂贵的药费和漫长的
治疗时间，可再多的困难都比不过希望。

娄必琳说，或许有哪一天，她能等来一
个好消息，到那个时候，她想看着儿子自己
用双手吃饭。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翰书
通讯员 陈蕗颖 任前蔚 摄影报道

在小小的家里，娄必琳每天忙前忙后照顾着儿子的饮
食起居。

因为身体原因，张勇没有上过一天学，只是在娄必琳丈
夫教女儿拼音时跟着学。谁也没想到，这个无心之举，让张
勇学会了认字，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娄必琳回忆说，大女儿和小儿子的字典都是 5 块
钱一本，而张勇向她提出想要的书是一本 40元的《辞
海》。虽然对当时的这个家庭来说，40 元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可娄必琳还是花钱给他买了。如今，这本书
已经用了十多年，书角早已泛黄发黑，可张勇凭借这

本《辞海》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字，还渐渐学会了
写作。

娄必琳还清楚地记得张勇的第一笔稿
费，那是南川区残联工作人员帮他投稿参
赛所得，稿费加上奖金有足足3000元。
接到通知后，娄必琳代儿子去领取稿
费，一路上，她的脚步是前所未有的轻
快，如果不是手里拿着稿费，她都觉
得这也许是一场梦。

“原本让他看书写作，是不想让他
的生活太无聊，从来没想过他还能凭
着写的文章自己挣钱。”无论是谁提起
张勇会写作这件事，娄必琳听到后眼
睛都笑得弯弯的，言语之中也充满了
自豪。

很骄傲
儿子不仅学会了写作

还能赚到稿费

有希望
病情可能好转

她想看着儿子自己吃饭

遗失重庆医药广告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和副本，注册号：5000001800949，
成立日期1993年1月21日，核准日
期1999年3月16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平药房营业执照
正本和副本，注册号：98494290，成立日期1995年
3月23日，核准日期2005年3月30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平药房
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医用制品厂营业执照正
本和副本，注册号：5000001901181，成立日期1993年
7月15日，核准日期1998年5月11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医用制品
厂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保健品分公司诚信大药房
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5000001901279，成立日期
1962年10月1日，核准日期2001年6月27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保健品分
公司诚信大药房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玻璃仪器分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90280514，成立日期1982
年2月1日，核准日期1997年8月21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玻璃仪器
分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玻璃仪器分公司销售部
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98494621，成立日期1998
年5月28日，核准日期1998年5月28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玻璃仪器
分公司销售部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玻璃仪器分公司科研仪器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98495101，成立日期
1997年8月27日，核准日期1999年5月14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玻璃仪器分公
司科研仪器经营部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玻璃仪器分公司科研仪器
销售部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90286566，成立日期
1994年9月24日，核准日期1999年5月12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玻璃仪器分公
司科研仪器销售部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化玻分公司民族路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5000001905233，成立日期
1998年7月30日，核准日期2001年4月6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化玻分公
司民族路经营部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器械分公司精细化工批
发部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5000001905232，成立日
期1998年7月30日，核准日期2000年3月27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器械分公
司精细化工批发部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进口医疗设备分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5000001900835，成立日期1986
年7月23日，核准日期1998年5月11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进口医疗
设备分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隆怡酒家营业执照正
本和副本，注册号：5000001901180，成立日期1998
年6月30日，核准日期2005年3月30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隆怡酒家
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平物业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
50000030001280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平物业
分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批发部营业执照
正本和副本，注册号：5001071900204，成立日期1999
年4月2日，核准日期2008年12月16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批
发部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万盛医药分公司批发部营
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5001101900094，成立日期
1962年1月1日，核准日期2005年12月22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万盛医药

分公司批发部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市嘉龙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橡塑减震零部件智能化生产线
迁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市嘉龙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汽车橡
塑减震零部件智能化生产线迁建项目现向重
庆市渝北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公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
上 公 示 链 接 http://www.cqjialong.cn/
news/8.html；查阅纸质版可到重庆市渝北区
民营经济开发区12号地块，公众可于2020年
5月4日~2020年7月18日通过现场递交、发
送邮件、邮寄等方式向建设单位联系人提交公
众意见表（联系人：姚总 18580870588）。

遗失声明
兹有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项
目重庆公运南彭物流园（A区）（二期）的《建
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原件遗失，编
号：渝规巴南核｛2019｝0073号，声明作废。

遗失丰都县第二中学校工会委员会的工会法人资
格证书副本，工法证字第23002800046号，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盲人按摩医院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5月10日
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盲人按摩医院2020年5月10日

遗失渝北区240食品便利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JY15001120138681作废

渝之旅江北区洋河路门市部遗失境内合同
206786、206785境外合同115789、111578作废

渝之旅涪陵易家坝门市遗失出境合同116073声明作废
遗失2019年7月4日核发重庆渝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綦

江安厦路门市部营业执照副本，代码91500222MA5UEN9N81作废
重庆悠程去哪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石油路门市

遗失收据SJ00003105、SJ00003106、SJ00003107、
SJ00003108、SJ00010767、SJ00010776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物业管理条例宣贯进小区

阴雨将袭重庆多地
未来三天最高温难超30℃

ETC“二次认证”都是“钓鱼”信息

母亲母亲

◀娄必琳与儿子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