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都是奶奶照顾我。
如今，我要照顾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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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好多年，啥都嚼不烂，消化不了，身体越
来越差”，这是很多缺牙市民的真实写照。口腔作
为食物进入人体的首个通道，牙齿的好坏与全身
健康密切相关。

1月起，可免费建立口腔健康档案
为关爱市民口腔健康，1月8日，成都口腔美

容协会正式启动“全民口腔健康档案”公益建档活
动。建档市民只需持本人身份证前往指定医院办
理。建档市民，可享受终生口腔免费检查，终生免
费口腔CT检查，终生免费保健洁牙，免费补牙，终
生免费口腔健康评估。医院还会把数据录入“口
腔健康管理系统”，医务人员及时把市民拍片结果
和健康指导建议反馈给市民，让市民做到口腔疾
病早治，无病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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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咀嚼功能较差、使用不方便、异物
感强等原因，做的人也越来越少。

种植牙无疑成为缺牙者的福音。一旦做成
功，缺牙者可获得与天然牙功能、结构及美观效果
十分相似的修复效果。种植牙已成为缺牙者的优
选修复方式。一次种植，终生质保，可管一辈子。
拨打96111预约建档，还可获得种植牙优惠。

拨打96111，预约免费建档及检查
即日起，市民可拨打028-96111咨询，可免

费建立口腔健康档案，还可预约牙齿免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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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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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8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 124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攀枝花、康定、巴中、马尔康
良：西昌、绵阳、德阳、广元、遂宁、南充、广安、
达州、资阳、眉山、泸州
轻度污染：雅安、内江、乐山、宜宾
中度污染：自贡

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局部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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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08期开奖结果：169，单选2064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2951
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7004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30、27、05、17、
13、26，蓝色球号码：07。一等奖18注，单注奖金
5946813元，。二等奖294注，单注奖金72460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046462778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免费建口腔档案
种植牙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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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上午，刘琳考完了《基础会计》，这是本学期最后
一门考试，忙碌的学期总算结束了。她匆匆跑出教学楼，往
租住地赶去。

刘琳轻轻推开门，朝里张望，奶奶正在睡觉，窝在奶奶怀
里的猫竖起耳朵，一直看着她。这只猫叫“铛铛”，刘琳去学
校上课的时候，就只有铛铛陪着奶奶。坐在床沿,看着睡梦
中的奶奶，刘琳露出了微笑。

“这一学期，总算告一段落了。”刘琳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刘琳的“忙碌”和别的同学完全不一样，除了学业，还因

为自己的家庭。说到2016年夏天的事情，刚刚还挂着笑的
刘琳眼圈发红，开始哽咽，把自己关进卫生间哭了一场。

刘琳的家在资中县球溪镇的一个山村。2015年，她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大学张谰学院，就读旅游与经济管理系
财务管理专业。来到省城读大学，刘琳有了新的朋友，大一
的生活是欢畅而轻松的。

没想到从2016年3月开始，刘琳家里接连发生意外，她
的奶奶摔成左股骨粉碎骨折，母亲不久也摔骨折了。4月中
旬，身体一直不好的父亲突然病情加重，离开了人世。父亲
去世当天，刘琳正在上课，手机放在了宿舍里，结果没及时得
到消息的她，错过父亲临终最后一面。这一切，给了刘琳极
大的打击。

21岁，女，四川资中人，成都大学张澜学院大
二女生。2016年，刘琳的父亲病逝、母亲摔伤，93
岁的奶奶也意外摔倒骨折了，刘琳不得不将奶奶
接到成都，在学校租了一间房子，一边上学，一边
照顾奶奶。最近，刘琳带着奶奶上大学的故事在
学校传开了，她的孝心感动了无数人。

这半年，刘琳每天都很艰辛。
租的房子简陋了些，这段时间天气冷了，家里

还添置了取暖器。每天早上7点，刘琳起床给奶奶
煮早餐，然后飞奔去教学楼上课。如果上午的课比
较满，她就要中午12点才能放学回来，然后赶紧做
午饭。奶奶只剩一颗半牙齿了，刘琳需要把饭菜做
得软软的、细细的，奶奶才能吃下去。

零食伺候
奶奶左股骨粉碎性骨折，但她这个年龄已经无

法进行手术治疗，于是只能待在家里静养。如今，
奶奶仍然只能坐着，不能下地走路。

奶奶喜欢吃棉花糖、火腿肠，每次去上课的时
候，刘琳会把一些零食、牛奶放在床边的窗台上，让
奶奶伸手就能拿到。有时天气好，她会用轮椅推着
奶奶去广场看别人跳舞，每次看得入迷的奶奶总说

“再看一会”。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刘琳一时难以适应完全不

同的生活节奏，又要上课，又要照顾奶奶的起居，感
觉特别无助。自己去上课的时候，还特别担心一个
人在家的奶奶，会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状况。

猫咪陪伴
刘琳为了安心读书，又不让奶奶孤独寂寞，想

了很多办法，比如用电脑把电视剧打开，给奶奶在
床上摆好，让她看电视剧。她还专门买了一只猫，
陪着奶奶。

猫咪“铛铛”很调皮，经常把米打翻在地，还抓伤
过奶奶，但它已经成了家庭的重要一员。除了猫，刘
琳还养了一只仓鼠，养得肥肥的。上个月，她还从外
边带回来一只“仓鼠”，它受了伤，她和奶奶悉心照料
它，为了防止被猫吃掉，奶奶还负责盯梢。养了几天
伤养好了，别人才告诉刘琳，这其实就是一只老鼠，事
后，奶奶还因为这件事嘲笑了刘琳好几次。

为了照顾奶奶，刘琳的大学生活完全改变了。
刚开始，班里同学并不清楚她为何突然疏远大家，
还听说了她出去租房子了，背后还有同学议论。刘
琳一直不愿把自己奶奶的事情告诉大家，除了寝室
的几位室友。

搞笑自拍
就这样，刘琳带着奶奶度过了半年的大学生

活，也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节奏。马上要过年了，
奶奶甚至不愿意回老家，就想和二妹一起在成都过
年，只要孙女孙子都在一起就可以了。

刘琳的手机里有很多奶奶的照片，其中有不少
很搞笑的自拍，照片中的刘琳做着鬼脸，奶奶也做
着鬼脸，让人忍俊不禁。

圣诞节前，刘琳参加了学校的一次歌唱比赛，
她上台演唱了一首英文歌《TRY》。她说这是自己
喜欢的一首歌，让她学会更努力应对未来的生活。
她说，以后还有怎样的困难，她不敢去想，“但现在，
除了把学习搞好，照顾好奶奶就是最大的事情。”

最近，刘琳带着奶奶上学的
事在成都大学传开了，很多老师、
同学都被她的孝心和坚韧所感
动。就在记者6日采访时，还有
其他学院的老师托人送来了过冬
用品。

近日，成都大学所在的龙泉
驿区文明办和区慈善会工作人员
上门，给刘琳送上节日慰问金
2000元。十陵街道的社区卫生院
免费为刘琳奶奶做了全套常规体
检，并签订全科医生服务协议，三
年免费上门对其提供康复服务。

成都大学党委宣传部的老
师向记者透露，学校主要领导知
道刘琳的故事后深受感动，校方
已安排了一间条件更好的教师公
寓，无偿提供给刘琳和奶奶居住，
并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给刘琳，
总之学校要创造条件，让刘琳既
能完成好学业，又能照顾好奶奶。

孝心感动众人
各方送来关爱

学校：安排一间更
好的教师公寓，无偿给
刘琳和奶奶居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逢春摄影 刘陈平

观芸芸众生，察纷扰世相
带着93岁奶奶上大学
成都大学大二女生刘琳孝心感动无数人

开《全民K歌》APP的个人账号，一首甜美欢快的歌曲正是刘琳唱的，刘琳重复着她的口头禅：“哎，好尴尬啊。”主页
上，闪耀着点赞好友的一张张大头照。可是，这些20岁女生本该拥有的阳光般灿烂的青春时光，对成都大学张澜学
院大二女生刘琳来说，有点奢侈，因为2016年，20岁的她经历了人生最沉重的打击——父亲病故、母亲摔伤，自己

93岁的奶奶也摔骨折了……后来，刘琳做了一个选择：把高龄的奶奶从四川资中的山村接到成都，在学校里租下一间小屋，
一边上学，一边照顾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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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暑假刚放，刘琳和弟弟就赶紧赶回老家。走进屋
里，年迈的奶奶躺在床上，刚刚伤愈的母亲难以承受巨大的精
神压力，照料自己都很吃力，家里弥漫着无助绝望的气息……

刘琳的爷爷早已过世，父亲有兄弟三人，但如今都已过
世，照料93岁的奶奶，成了刘琳姐弟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刘琳正在大学读书，弟弟在成都超市打工，都不可能常
回老家，谁来照顾奶奶呢？

“没有办法的办法，家里已经没有人能照顾她了。我是
奶奶带大的，现在应该我来照顾她。”于是，刘琳决定把奶奶
带到了成都，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奶奶。

2016年8月3日，刘琳和弟弟、表弟租了一辆车，载上奶
奶的轮椅、棉被行李，直奔成都。大热天，她又在校园公寓里
租下一间单间，添置了些生活用品，安顿了下来。弟弟则继
续在红牌楼的一家超市打工挣钱，维持这个新家的运转。

坐在床沿发呆的刘琳突然说：“我奶奶醒了。”她马上凑
过去，准备问奶奶中午想吃啥，奶奶咳了几声。刘琳说，这两
天，奶奶的身体不是太好，也没出门。

刘琳忙着找自己的钱包，准备出去买点药回来。
刘琳不在的工夫，奶奶坐起身来。虽然已经93岁了，但

奶奶的精神状况还不错，话也特别多，用浓重的内江口音，向
记者讲述家里的很多事情，也讲着铛铛是怎么把自己抓伤
的。记者问她想回老家吗？她说：“哎呀，不回去。二妹（刘
琳的小名）对我好，我就跟着她。”

刘琳买药回来了，“她就是怕闷，喜欢和人说话，但（话
题）扯得比较远。”刘琳笑着给奶奶辩解。

倒了热水，刘琳用嘴吹了又吹，尝了尝水温，打开药盒。
“哎呀，我好得很，不吃药！”奶奶瞪着她，连连摆手。“我们来
吃糖，给你买的糖。”刘琳哄着奶奶。“你骗我嘛。”奶奶一句话
逗得人笑，刘琳改口说这药外边是甜的，和糖一样，哄了几句
话，奶奶最后才乖乖地把药服了下去。

“她年纪大了，性格很倔强，更像一个小孩子了。”刘琳说。

刘琳算是一个留守儿童，父母一直在广东打工，她两岁
的时候被送回老家，一直由奶奶带大。

因为家里比较贫困，懂事的刘琳从小读书就很刻苦，但
也让奶奶操过心。最刻骨铭心的是刘琳上小学六年级时的
一件事情。因为弟弟抢了包子，而刘琳只能吃没馅的馒头，
生气的她离家出走了，坐汽车、赶火车跑到了成都。

几天后，刘琳回到了家。奶奶没责怪她什么，只是嘀咕
不停，说要是被坏人骗了怎么向儿子交代。邻居告诉刘琳：

“奶奶急得在附近村到处找，回来就一直坐村口等着、望着，
盼着你回来，几天来都是这样。”刘琳哭了，感到非常愧疚，于
是发誓，这辈子要好好对奶奶。

刘琳说，本想着自己考上大学，大学毕业找到好工作了，
就把奶奶接到身边，但变化太快，如今还在读大学的刘琳，就
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奶奶。

“以前，都是奶奶照顾我。如今，我则像是奶奶，要照顾
好她。”刘琳说。

她错过父亲最后一面

决
定

一边上学，一边照顾奶奶

转
变

“奶奶现在更像小孩子”

责
任

“如今，我要照顾好奶奶”

要在成都过个年

刘琳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004期开奖结
果：5296864，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
二等奖11注，每注奖金23892元；三等奖296
注，每注奖金1800元。（23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08期开奖结
果：597 直选：4975（262）注，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12216
（821）注，每注奖金173元。（135万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08期开
奖结果：59703 一等奖：108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80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02期：
033101030330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02期：
1220221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02期：
1013330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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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琳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着93岁的奶奶。

刘琳在厨房切菜。

刘琳帮奶奶整理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