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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午，抢免费种植牙
据统计，高达97%的成人正在遭受口腔问题

的困扰。老年人牙缺失痛苦不堪，他们都希望有
一口好牙，吃饭也香。

“夕阳之家俱乐部”于10月9日重阳节当天成
立，今日上午，俱乐部首次聚会。牙齿缺失者，均
可拨打028-96111咨询及报名。缺牙市民，现场
最大惊喜是可抽取免费和半价种植牙，解除牙齿缺
的烦恼和经济烦恼；此外，只要今日上午到现场均
可免费检查口腔、领取500元抵用金和精美礼品。
牙齿缺失，选对方法很重要

老年人牙齿缺失后，一般会考虑固定义齿、活
动义齿，但是由于咀嚼功能较差、使用不方便、异
物感强等原因，现在做的人也越来越少。有一种更
好的牙齿修复方式逐渐成为主流，那就是种植牙。

近年来，种植牙已成为缺牙者们的优选修复
方式。种植牙可以获得与天然牙功能、结构以及
美观效果十分相似的修复效果。最重要的是，一
次种植，终生质保，解除了后顾之忧。
最后机会，送免费种植牙

为消除市民对种植牙手术的疑虑，只要报名
参加今日上午现场活动，还可观看种植牙手术全
过程。同时，到场者可免费口腔检查、获得500元
种植牙代金券、精美礼品，还可抽取半价、免费种
植牙名额，可省不少钱。

96111健康热线预约加入俱乐部和抢现场优
惠正在火热报名，活动进入倒计时阶段。如果有
这方面需求的市民朋友，请抓紧最后时间，拨打热
线电话：028-96111，抢占免费种植牙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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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6126期开

奖结果：11 13 16 19 24 06 08，一等奖4注，每
注奖金894万元。一等奖追加1注，每注奖
金536万元；二等奖47注，每注奖金171203
元。二等奖追加18注，每注奖金102721元；
三等奖729注，每注奖金4203元。三等奖追
加311注。每注奖金2521元。（37.27亿元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6293期开奖结
果：804 直选：4581（291）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5206
（423）注，每注奖金173元。（790万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6293期开奖结
果：80470 直选：15 注，每注奖金 10 万元。
（2.84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同呼吸

今日
限行 4 9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293期开奖结果：326，单选1853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
元，组选6，1859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
第2016126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1、28、
29、11、18、30、06，特别号码：20。一等奖6注，
单注奖金1270181元.二等奖31注，单注奖
金10539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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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45 空气质量 优
优:广元、巴中、康定、马尔康、西昌、达州、遂
宁、内江、宜宾、广安、南充、资阳、乐山、自贡
良:雅安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6-76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地区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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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20夜间出诊：
这回是给“饿晕”老人喂饭

成都核工业四一六医院医护人员的做法赢得点赞

才小学二年级，作业做到
晚上九十点钟却成了常态；每
天上学都在做“负重训练”，
最重的书包6.9公斤……虽
然各种“减负令”层出不穷，
可学生们的负担却越减越
重。如何才能减轻“00后”背
上的“担子”？华西都市报记
者采访了多名教育专家请他
们支招。

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熊丙奇：
功夫应该在减负之外

其实，早在2011年，成都
市教育局就印发《关于进一步
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通
知》，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留
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余年级
家庭作业控制在每天1小时以
内，初中家庭作业控制在每天
1.5小时以内。

不只成都，太原、厦门也有
类似的减负令。然而，学生们
的负担似乎并没因此减轻。10
月24日、25日，华西都市报记
者走访成都多所小学发现，一
二年级小学生写作业写到晚上
9点多的情况并不少见。

为什么学生们的负担越减
越重呢？在上海21世纪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教育
机制不改革，所有减负政策都
将是“治标不治本”。“无论现在
中高考怎么改革，都一直停留
在科目改革上，依旧是用单一
的分数作为标准来评价学生。”
熊丙奇认为，在一切看分数的
情况下，就算学校方面给学生
减负了，校外增负也是必然。

如何破解减负令执行难的
怪圈？熊丙奇认为，真要让学生
负担减下来，功夫应该在减负之
外，首先政府要推进教育资源的
均衡，缓解择校热。此外，建立
多元评价体系也十分重要。

著名教育专家纪大海：
每个学生应有专属定制

“每一代学生，都有学业负
担，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

著名教育专家纪大海认为，适
当的压力和负担，对孩子的成
长是必不可少的，“学生没有负
担，就没有学习和前进的动
力。”

虽然如此，纪大海并不赞
成用作业来占用学生们太多的
时间，“一定要适度。”如何把握
这个度？纪大海说，最理想的
状态，是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
学习情况，为他们专属定制作
业，“内容应该针对他们学习薄
弱的部分，而量应该有所把控，
确保学生在完成作业后还有充
足的运动、休息时间。”

不过，专属定制作业，也极
大地加重了老师的工作量。“比
较可行的是，在班级中找到一
个‘平均的点’，这个作业量对
于学生来说，有一定压力，但不
是很大，成绩好的学生能够比

较轻松地完成，成绩差一点的
学生，稍微努力也能完成。”

纪大海认为，完成作业后
的时间，应该留给学生。

资深小学老师：
作业在精不在多

青羊区某小学王老师认
为，课后布置作业是必须的，

“如果不布置作业，老师很难掌
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也不
能巩固知识点。通过作业，还
可以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
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王老师看来，作业在精
不在多，填鸭式教学最容易让
孩子失去对学习的兴趣和动
力，“我们应该让孩子主动地写
作业，而不是被动接受。”

华西都市报记者 吴冰清

教育专家建议：
为每个学生专属定制家庭作业

热 点 新 闻 一 追 到 底

华西追踪
“小学生书包

最重6.9公斤”追踪

叶式钟老人：
我觉得病了才打的120

10月26日，在核工业四一
六医院，记者见到了叶式钟老
人。因为摔伤，老人住进了医
院，记者与他进行了简短对话。

华西都市报：怎么想到拨
打120求助的？

叶式钟：我感觉头晕、头
痛，加上我本身有高血压、心脏
病、肾病、气管炎等，我觉得病
了，想从医生那里获得帮助，才
打120的。打电话时，我没考虑
到肚子饿没饿，心想应该先解
决病的问题。

华西都市报：为什么家里
只有您一个人？

叶式钟：我平时都和小女
儿住在一起。那天，小女儿出
去了还没有回来。

华西都市报：怎么会饿了
一天？

叶式钟：平时都是小女儿做
饭，她做什么我吃什么。之前我
是能煮饭的，大约在半年前，我
打不开燃气灶了，就没法弄吃
的。我想到没吃的就算了。

大女儿叶乃琴：
两个妹妹都不怎么管

26日下午，记者到达老人
家中，试图找到他的三个女儿
未果。于是，电话联系上了老
人的大女儿叶乃琴和二女儿叶
民燕，小女儿的电话一直处于
无人接听状态。

华西都市报：您知道 16 日
老人拨打120求助的事吗？

叶乃琴：我知道，老爷子给
我讲的。

华西都市报：老人说女儿
不管他？

叶乃琴：我是老大，老爷子
摔伤住院后，都是我来负责，两
个妹妹都不怎么管，而且一直
不肯来医院看望老人。

华西都市报：为什么老人
和两个女儿的矛盾这么大？

叶乃琴：我不知道他们之
间是怎么回事。

二女儿叶民燕：
妹妹照顾老人30多年

华西都市报：老人的小女
儿16日一天都出去了吗？

叶民燕：不是的，她一直在
家，当天下午4点过到了我这
里。晚上7点过就回去了，等
120走了后才进家。

华西都市报：16日那天，老
人一天都没吃饭吗？

叶民燕：不是的。我的妹
妹，就是老人的小女儿，早上还
给老人吃了鸡蛋牛奶馒头，中
午还做了菜。晚上由小女儿的
爱人弄了饭菜，当时还端给老
人，老人就是不吃。

华西都市报：老人为什么
会打120求助？

叶民燕：我们家庭比较复
杂。小女儿照顾了老人30多年，
从来没拿过伙食费。有一次，老
人还放了一条长凳抵在门口，不
让小女儿出去，他就是闹。

对话当事人/

虽然老人的症状好了，可
是老人一个人在 家 很 不 安
全。刘舒问老人：“你一个人
在家，我们不放心，万一起身
磕着碰着怎么办，要不要和
我们回医院？”老人说：“在医
院没人照顾我，还是不去了

吧。”刘舒想了想，向120总台
汇报情况后说，“要不我们在
医院给你找个护工，来你家
里照看你一晚上？”老人这才
答应了。

当晚9点40分，刘舒、雷伟
等 4 人从叶式钟老人家中返

回。回到医院后，早已经为老
人找好的护工，在司机的护送
下，到达了老人的家中，陪了老
人一个晚上。

“这就是很简单一个事，换
作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事
后，刘舒告诉记者。

拨打 120急救电话是危
重病人呼救最简便的方式，
而成都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
拨打了 120，却让救护人员
犯了难。

10月16日晚，95岁的叶
式钟老人在家中拨打了120
电话，医护人员在7分钟内赶
到现场。到达现场后的场景让
医护人员有些尴尬：老人一个
人躺在床上，精神状态看起来
良好。经过全面检查，医生发
现，老人并无大碍。

与此同时，叶式钟告诉医
生，自己已经饿了一天了，感觉
头晕。听到这里，是离开还是留
下呢？医护人员犯了难。巧的
是，他们发现桌上有饭菜，便以
最快的速度帮助老人热了饭菜，
而且一口一口地喂老人吃饭。

这一幕被人拍下发到网
上，在朋友圈中广为传播，不少
人为他们点赞。

华西都市报记者宁芝
摄影陈羽啸

120急救人员在叶式钟老人
家里为他做检查。

120急救人员在叶式钟老人
家里给他热饭。

一天没吃饭没吃药
95岁大爷拨打急救电话求求助助

16日晚上8点24分，成都
120急救中心接到一名老人的
求助电话，称自己已经一天没
有吃饭，也没有吃药了，感觉心
里不舒服，头晕心慌……

老人今年95岁，电话中表
述的病情比较模糊。“会不会真
的出什么事了？”由于担心老人
可能会出现什么意外，成都核
工业四一六医院急诊科立即派
了一辆救护车赶往老人的家中

查看情况，车上有一名司机、一
名工人、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
共4人。

当晚8点31分，医生刘舒、
护士雷伟等人到达老人的家中
时，意外发现防盗门是打开的，
老人正躺在单人床上叠衣服。
家中只有他一人。刘舒和雷伟
满腹狐疑，但他们还是赶紧向
老人询问了情况：“爷爷，您哪
里不舒服？”

“我感觉头晕头痛，是不是
有什么病？而且我一天没吃饭
了，也没有吃药。”老人回答说，
他本身有心脏病、高血压等老年
慢性病。据了解，老人名叫叶式
钟，今年95岁，有三个女儿。

虽然一直未能与家属取得
联系，刘舒和护士雷伟还是立
即为老人做了瞳孔、舌头、心跳
等全面的检查，结果发现，老叶
的生命体征平稳，并无大碍。

不忍丢下老人不管
医生护士热好饭菜喂食心疼心疼

听到老人没吃饭时，刘舒
的心里一软，“我也是为人子
女，如果我就这么把老人丢下
走了，多少会有些于心不忍。”

刘舒和雷伟巡视了一番屋
子，发现桌上还有些剩菜：猪蹄
汤、拌菠菜、芹菜炒肉、一碗油碟，
电饭煲里有米饭，还有些温热。

刘舒随即决定，以最快速

度和雷伟一起把这些饭菜热
了，让老人吃了饭自己再离
开。“炒菜看起来不能吃了，万
一老人吃了不好呢？所以我们
尝了看起来还行的汤和饭，发
现还能吃，于是只热了猪蹄汤
和白米饭。”刘舒告诉记者。

米饭最先热好，汤还没热，
叶式钟老人就忍不住要吃了，

雷伟只好盛了一大碗白米饭，
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老人
吃。汤热了，刘舒盛了一碗，把
里面的骨头挑选干净后，才喂
给老人喝。

一碗白饭，一碗猪蹄汤下
肚了，老人对刘舒和雷伟说，

“你们真的太好了。我头晕、心
慌的症状明显好了。”

担心老人安全问题
又从医院叫来护工陪护热心热心

10月16日，在叶式钟老人家里，120急救人员给老人喂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