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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积极开展
2021年“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其中

“我为群众办实事”“7·8公益健步走”及线上
金融知识普及等系列活动正在持续推进。

活动中，中国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落实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要求，开展利民便民网点
建设，在营业网点配备饮水、药品等便民物品
及金融知识科普资料，为广大群众提供力所能

及的便民服务，并推进“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困难”专项行动，开设老年人绿色通
道，提供“一站式”服务，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
字鸿沟”问题，助力老人享受更加便捷、周到的
保险保障服务。不仅如此，该公司还积极与学
校、农村、社区、机关、企业等联系，通过线上交
流、组织沙龙培训、开展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开
展宣传，传递保险保障理念，普及金融知识。

“孩子一个人在户外待了两天，又遭遇
暴雨天气，搜救人员发现他后，虽然情绪比
较激动，但好在一切无恙，已第一时间送医
检查。”将失踪两天的小文（化名）成功搜救
并送医治疗后，奉节县公安局竹园派出所
所长张皓告诉记者。

7月6日中午11时许，竹园派出所接
到报警，7岁男童小文进山采菌与家人失
联。接警后，竹园派出所组织周围村社干
部、群众、民兵等近千人进山搜寻。最终，
经过50个小时持续不断地救援，8日13时
20分左右，小文被搜救人员找到并送医，目
前生命体征平稳。

7岁男童进山采菌失联

张皓介绍，小文是7月6日中午11时
与家人失联的。“当天早上8点，小文跟随
家人进山采菌子，两小时后，家人与小文失
去联络。”张皓说，孩子和母亲爷爷一行进
山捡菌子，中午11点，天气骤变，下起大
雨，一行人准备回家，途中小文跑得太快，
家人随后和孩子失联。

走失后，小文的亲戚先是自行组织找
寻近1小时无果，随后向警方求助。当天
下午2时左右，竹园派出所接到报警。随
后立即组织周围村社干部、群众、民兵等，
一同进山搜寻。同时协调镇政府应急办、
消防队在重要路口路段值守。

“搜救队一共分成三组进山同时搜
救。”张皓说，孩童尚幼，加上恶劣天气的影
响，为了同时间赛跑，警方多方协调联动，
兵分三路同时搜救。其中，第一组搜救队
由当地刑警联合派出所民警组成，主要负
责失联现场查看，配合展开搜救工作；第二

组则由专业的搜救队队员组织进山寻找。
“此外，我们与当地乡镇联系，发动四个村
的热心群众进山搜救。”期间，他们一共发
动组织了近千人进山搜寻。

50个小时接力救援

7月8日13时20分左右，终于在一处
山洞内找到了小文，警方随即将其送往医
院。经诊断，多日没有进食的小文，虽然非
常虚弱，但生命体征平稳。

张皓介绍，小文失踪当天，搜救队员一
行人从下午进山一直组织搜救，持续到凌
晨两三点，后因雨量突然增加，这才暂停了

搜救工作。
“7日凌晨，一行人再次进山搜寻，持续

到当晚11点多。”张皓说，因连日暴雨，山
陡路滑，小文的家属情绪十分低落，警方一
边安抚家属情绪，一边加大搜寻力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8日13时20分，搜
救队员终于在吴家井煤矿附近发现了小
文。而此时，距离小文失踪，已经过去了整
整50个小时。

回忆起刚刚找到孩子的情景，张皓说，
三天两晚没有进食，看到孩子时，孩子的精
神状态比较正常，两天暴雨对孩子精神上
产生了一些刺激，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对搜

救的人员有较强的防御心理。
经过安抚，孩子情绪稳定下来，但抗拒

上救护车，民警只得组织民用车将孩子护
送到医院。

▲

提醒

第一，多雨季节，进山捡菌子的行为比
较危险，山高林立路滑，不建议市民前往。

第二，切勿带领未成年孩子进山，增加
安全风险。

第三，安全意识要进一步提升，希望家
人和周边群众吸取教训。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旭

7月3日，家住巴南的小李在某网络平
台上传了一条自己剪辑的视频，视频里他
取回一份快递交给妈妈拆开，妈妈打开看
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一边念着“幺
儿棒”“幺儿不得了”，一边逐字逐句读着通
知书上的内容，声音慢慢哽咽……

短短几天内，这条视频获得了116万
的阅读量，网友们纷纷送上恭喜和祝福。

儿子：给妈妈“一个惊喜”

小李家住重庆巴南，高中就读南开中
学，大学考入中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考
研已经两年了，去年成绩不理想，今年‘还
可以’，报考的北京大学外科学。”其实早在
3月份研究生考试后，他便已经知道了自
己的成绩，已考入北京大学，但是录取通知
书迟迟未到，他原本给妈妈说的是可能要
8月才能收到。

“7月1日晚上我登录学校网站，发现
通知书已经发出来了。”小李回忆，通过查
询得知，7月1日通知书已经到了重庆，但
是还未派送，于是2日一早他便开始等待
快递员的电话，直到下午5点钟，才取到快
递。

取到快递后，他路上顺便买了两支雪
糕，打算给妈妈“一个惊喜”。

网友：很多人都想象过的场景

“你拆开看嘛。”小李装作不经意地说道。

妈妈拆开快递后，拿出了北京大学鲜
红的通知书。“哎呀，你真的是……幺儿
乖！幺儿乖！”有点老花眼的妈妈打开通知
书开始逐字逐句读下去，雪糕放在嘴边也
顾不上吃。“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院……专业
……外科学……”

读着读着，妈妈开始哽咽，她一边笑着
一边念着“幺儿乖”，哽咽着红了眼眶。这
一幕看哭了无数网友。

有网友说：“看哭了，虽然还有不到两
年高考，但是看到一半突然绷不住了，我在
北京……之前成绩也都一般般，但我希望
我可以像up（视频上传者）一样给妈妈一
个这样的惊喜，up加油！”

也有网友评论说：“为什么我们这么有
共鸣，因为每个人都想过这个场景，但是很
多人都没有实现。”

考研：持之以恒最重要

“这些年来，妈妈一直都非常支持我的
决定，比如读书、考学、选专业，虽然她没有
苛求过我的学习成绩，但是一直在默默地
为我付出着，她一直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小李说，之前他上大学期间，妈妈给他写了
一封家书，家书里写着“你是我的骄傲”，满
满的都是妈妈的爱。

学霸不只有收获的骄傲，也品尝着付
出的艰辛。目前，小李正在准备“执业医师
资格证”考试，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学习，

时间很紧，因为8月份就要考试了。
关于学习，小李说，他觉得自己一直以

来学习东西都特别慢，到了大学以后才知
道医学书这么厚，内容很复杂，对他来说是
很大的挑战，考研的书更是“厚上加厚”，正
因为如此，“持之以恒”才显得尤为重要。

“不能凭着一时兴趣或者是一个决心就
冲一冲，这样很快就会没力了。”小李说，读
书既要持之以恒，但也不能贪多，要安排好
自己的学习计划，控制好时间，不要拖沓也
不能贪多，因为人的记忆有限，一时间读了
太多的内容也记不住，反倒是浪费了时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女生不想上暑假兴趣班
被妈妈赶出家门后报警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付迪西 实习生 李安妮）“警察
叔叔，我妈妈不让我回家了……”7日
10时30分左右，沙区公安分局110快
速接处警队民警接到指挥中心指令，
称凤天路有一小孩报警，因为不想上
辅导班而被妈妈赶出家门。

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凤天路找
到了报警人小丽（化名）。小丽是一名
小学生，今年刚刚小学毕业，望女成凤
的妈妈给她报了好几个暑假兴趣班，
希望能更好的衔接初中的课程。

当天早上，小丽不想去上英语辅
导班，便在家中玩手机游戏。妈妈催
促了几次，可她仍然没有挪动半步，言
语之中还与妈妈犟了几句，于是妈妈
生气地把她从家里推了出来，让她再
也不要回家了。

民警听完小丽的哭述后先劝导
她，妈妈让她去上各种兴趣班，是为了
让她在初中有更好的发展，要多体谅
父母的苦心。随后，民警又和小丽妈
妈联系，让其到小区门口来接女儿。

妈妈李女士接到民警电话，大吃
一惊，没想到小丽居然为了这么一件
小事报警，当李女士走到小区门口时，
民警劝其冷静处理小孩成长过程中的
问题。李女士对民警的热心帮助表示
感谢，并承诺以后教育孩子过程中要
有耐心，不偏激，多发现孩子的优点，
正确引导和教育孩子。

妈妈拆快递看到儿子的北大录取通知书，瞬间哽咽了

“这是很多人都想象过的场景……”

中国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开展
“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

7岁娃上山采菌失联50余小时
警方组织千人冒雨搜山安全寻回

孩子多日没有进食，虽然身体虚弱、情绪激动，但好在一切无恙

被找到的男童小文（化名）。 民警在山上搜寻失踪男童小文。

小李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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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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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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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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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开奖号码：3 0 0 0 3 0 1 3 3 3 1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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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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