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2日晚，百对幸福恋人从成都双流机场出发前往泰国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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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05期开

奖结果：3285064，一等奖 2 注，每注奖
金 3352838 元；二等奖 33 注，每注奖金
10444 元 ；三 等 奖 221 注 ，每 注 奖 金
1800元。（100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12期开
奖结果：437 直选：5312（334）注，每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
元；组选 6：13085（1063）注，每注奖金
173元。（665.9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12期开
奖结果：43773 一等奖：17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11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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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成都（14时）
AQI指数 144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 良：攀枝花、康定、西昌
轻度污染：雅安、资阳、达州、巴中、广安、
广元、遂宁、南充、泸州
中度污染:眉山、德阳、绵阳、宜宾、乐山、
内江
重度污染:自贡

12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41—172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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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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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因技术更新，对1台胶印轮转机，
及一批报废的电脑、空调等办公设备进行处理，请有回收该批废旧
设备意向的单位凭营业执照和个人身份证等相关资质证明在规定
时间前来现场实物看样并领取竞标书。

报名及联系方式： 1、报名方式：有意竞标者请于2018年1
月16日之前，持有效证件（身份证、物资收购、设备拆除资质及购
买处理能力）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现场
查看实物，投标时不再另行安排查看现场。

2、报名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印务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3、现场报名及看样时间：2018年1月15日—2018年1月16日
4、联系人：028-85952011；85952012 吴先生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2018年1月5日

报废设备处理公告（2）

通告
今日缺牙市民聚会
免费送多颗种植牙

今日，由社会爱心单位组织的一场专门
针对缺牙市民的聚会在蓉举行：抢新年福袋，
分享你的年夜饭故事，了解如何更省钱的修
复缺牙。“新年口福计划”还为市民免费做种
植牙，送新年福袋、免费CT检查牙齿。市民
可拨热线028-96111报名。

缺牙人年终聚会：送免费种植牙
此次聚会针对单颗/多颗缺牙、半口/全

口缺牙、假牙不适的市民，拨028-96111报
名。参加聚会的市民，享以下福利：

1、 免费送多颗种植牙；
2、 种植牙省一半的钱做。包干半价，

含进口种植体、基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
3、种植牙就医补贴3000元起，需提前报

名申请；
4、手术直播：现场看口腔医生做种植牙

的全过程；
5、现场送种牙金、新年福袋，种牙送电饭

煲、足浴器、按摩仪、豆芽机等好礼！
当天种牙当天用，开心吃年夜饭
吃顿团圆饭，是多数市民的新年愿望。

不少市民也担忧：现在种牙来得及吗？如牙
槽骨条件允许，可采用“即刻用”种植牙：当天
种牙当天戴牙吃饭，实现市民开心吃团圆饭
的愿望。想知道能否做“即刻用”种植牙，可
来电咨询。

全口缺牙？种植4颗可恢复
针对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选择

种植2颗/4颗恢复半口/全口的修复方法，稳
固耐用，还能节省一大笔费用，性价比高。想
省钱省心修复缺牙，可拨96111咨询详情！

2017幸福开启，2018甜蜜延续。
2017 年 5 月 20 日，郎酒股份红
花郎联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打造的“红花郎·幸福 2017(四川
站)”大型活动盛大启幕，用美酒开启
一个个浪漫故事，见证一段段甜蜜
情缘。2018年，新的开篇，幸福再度
启航——1月12日，第二批百对幸运
恋人乘坐包机前往浪漫爱情地普
吉，在金色阳光和洁白浪花下，收集
专属他们自己的时光切片。

普吉包机爱情之旅
今日启程

“普吉，我们来啦。”12日晚，一
百对幸福恋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
稍后，他们将乘坐浪漫包机，前往
爱情乐土普吉。他们，是购买红花
郎酒作为婚宴用酒且参加了“红花
郎·幸福 2017(四川站)”活动的幸
运者。

你们尽管秀恩爱，“红花郎”为
你买单。在活动启幕之初，组委会
便许下承诺，送两批幸福恋人包机
普吉游。去年10月5日，第一批百

对恋人踏上专属爱情之旅，在洁白
沙滩上浪漫告白，在夕阳余晖下倾
诉爱意，在水灯之夜许下承诺。

2017年 12月 19日，在公证处
的见证下，“红花郎·幸福2017(四川
站)”活动组委会从参加活动的近
4000对新人中，抽取了第二批百对
恋人。

2018年伊始，幸福再度启航，甜
蜜再次升级。第二批百对恋人将在
12日晚包机逃离寒冷冬天，前往温
暖海滩，制造浪漫，“晒”幸福。

在此后的6天里，没有工作，没
有喧嚣，爱情是唯一主题。脱下厚
厚的冬装，换上波西米亚长裙，漫步
在碧海蓝天之间，畅游在色彩缤纷
的珊瑚礁旁，相拥在暮色笼罩的专

属游轮上……随意定格一帧画面，
都会让你甜到齁。

成都“彭于晏”
强势加盟

在候机过程中，一个熟悉的面
孔引来了“围观”。他就是此前红遍
网络的“成都XL版彭于晏”。

“彭于晏”真名叫余翔。2017年
3月，因为一张照片，余翔火了。这个
神似彭于晏的小哥，是成都大学体育
学院的老师，除了长得像男神，体育
还好，还会说段子。不过，男神此次
跟随百对恋人前往普吉是要做什
么？谜底将在13日的直播中揭晓。

恋人们的浪漫之旅即将启程，

身在寒冷冬日中的你，是否需要来
自两千公里外的阳光温暖一下？忙
碌工作间隙，你是否需要美酒故事
来调剂一下？关注封面新闻，我们
将通过图文、视频以及直播为你送
上第一手新鲜“狗粮”。

现在，请准备好接收2018年第
一波糖。13日晚上7点，百对新人
的普吉之旅，将以一场浪漫的烛光
晚宴开启。吹着徐徐海风，听着阵
阵海浪声，在这最浪漫的时分，新人
们将如何表达浓情蜜意，届时，封面
直播将带你直击。

友情提醒，前方高甜，单身的
你，自觉打好预防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
冰清 摄影田源

扶人
成都小伙扶起摔倒老人

“满满的正能量，感觉成都人太暖
了。”近日，一则“小伙热心扶老人”的
短视频，在不少成都市民的朋友圈中
传开。12日下午，记者从视频中看到，
在一处丁字路口，一位蹒跚过马路的
老人，走到路口中央后不慎摔倒，头顶
的帽子摔落在不远处。

视频中可以看到，期间虽有车辆
经过，但几乎都未停下，老人尝试自己
爬起时，一位身穿红衣的青年，小跑到
老人身旁将其扶起。随后，还将老人
扶到附近的小区。

“红衣小哥的行为的确很温暖，但
不知道老人有没有讹他。”由于视频到
这里便戛然而止，不少网友在点赞的
同时，也担心起这位红衣哥的处境。

红衣哥为何扶人？扶人后是否被
讹？对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展开了寻找和调查。

现身
“红衣哥”说老人从未讹他

12日上午，记者通过视频比对，找

到了老人摔倒被扶的街道，位于金牛
区交桂路附近。在走访周围商家、住
户、保安一圈后，大致还原了当天事发
的经过。

附近花商张先生告诉记者，事发
是在1月5日下午3点左右，附近小区

一位大概70岁左右的老人，缓慢走到
路口中央时，“可能看到前面有车经
过，有些紧张就摔倒了。”

随后，一辆距离路口10多米远的
白色汽车停下。“车上下来一个穿红衣
服的小伙子，二话不说就去帮助老人
站起来。”另一位目击者介绍，小伙子
把老人一直扶到小区门口才离开的，

“他是个热心肠，好样的！”
经多方走访后，记者找到并联系

上了视频中的红衣哥，随后在总府路
附近见到了他。对于网友们的担忧，
红衣哥十分感谢，“老人很好，一直感
谢我，从没有讹过我。”

呼吁
吁请大家“理性”帮人

“视频是我的行车记录仪拍下
的。”当天下午，红衣哥邓虎告诉记者，
一开始他是想发个小视频给好友，“主
要是提醒身边朋友，在扶与不扶的问
题上，请选择扶。”

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则视频被朋
友转发后，在网络上引发强烈关注。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邓虎说，他
曾经在天津当过两年消防兵，“当时看
到老人倒在路中央，车多很危险，没想
那么多就跑了过去。”

他说，在快速查看了老人身体情
况后，他选择把老人扶起来。“以前做
消防，遇到最多的还是车祸中救援。”
他提醒，在发现有人摔倒、晕倒时要

“理性”扶人，“先查看他的身体情况，
有些症状是不适合立刻扶起的，比如
晕厥、呕吐、骨折等，有的情况较轻的，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扶人。”

对于网络上热议的“扶老人被
讹”，他也提醒，有时候在助人扶人时，
也可以适当做好自我保护措施，“在扶
与不扶之间，还是要选择扶，毕竟我们
每个人都有老的一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实习生 王爱玲摄影报道

“红衣哥”扶起摔倒老人

行车记录仪拍下
冬日暖心一幕

遇老人摔倒，扶还是不扶？这已经成了大伙儿热议的话题。
最近，就有一则“扶老人”的视频在不少市民的微信朋友圈
中流传，获得众多网友点赞。视频中，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
摔倒路中央，一位红衣小哥小跑上前将其扶起。这一幕，也
恰巧被行车记录仪拍下。1月1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在成都找到了这位热心的“红衣哥”和多位目击者。曾
当过两年消防兵的“红衣哥”说，“来往的车那么多，没想太
多就跑去扶了。”

路

红花郎·幸福2017为爱启航

1月9日早上，资阳市安岳县龙桥
乡，上初中的小颖（化名），一直在学校
等着妈妈送饭。然而，直到同学们都
吃了中午饭，妈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出现在校门口。当天晚上，小颖等到
的却是“妈妈受伤住院了”。妈妈到底
怎么了？

1月12日，警方通报称，9日下午，
他们接到报警称，一女子在路边昏迷
不醒。经调查，该女子为安岳县龙桥
乡石某，当天她给上初三的女儿送饭
途中，被一辆三轮车撞倒。

蹊跷
女子头部有伤路边昏迷不醒

9日13时30分许，安岳警方接群
众报警称，周礼镇转盘附近有一名中
年女子在路边昏迷不醒。随即，周礼
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该女
子身穿红色睡衣坐在路边，深度昏迷，
头部和头枕部都有明显外伤，旁边还
放有一个保温桶。

见女子生命垂危，民警立即联系
医院，将她送往医院接受抢救。其头
部有明显外伤，难道是摔倒或被人殴
打所致？在向医生详细询问伤情后，

民警怀疑女子受伤是交通事故所致。
随后，派出所民警将情况通报给

了交警，安岳交警随即赶到现场展开
调查。

摸排
确认肇事现场在5公里外

民警走访时，龙桥乡的村干部反
映，照片中的女子像是安岳县龙桥乡
高棕村9组的石某。民警立刻赶往距
离周礼场镇6公里左右的高棕村，找
到石某的亲属，通过辨认确定照片中
的女子正是石某。

石某的亲属称,石某住在高棕村9
组，因为冬天来临，为了让上初三的女
儿吃上热饭菜，她每天早上7点过都
会步行约2公里，去给在龙桥乡上学
的女儿送饭。

民警通过对石某送饭的道路沿途
查找，在省道206线79公里+200米处
地面有一团新鲜的血迹。

通过民警走访周围群众得知，在
当日早上 7点 10分左右，当时天还
没有亮，有一辆没有开大灯的电动三
轮车撞倒了行人，当时电动三轮车司
机把受伤的行人扶上了车，说送到周

礼医院去治疗。当天晚上10时许，专
案组终于确定石某的伤系交通事故
所致。

侦破
三轮车司机撞人后逃逸

专案组民警当晚召开案情分析
会，并调取案发地附近监控一一核对。

10日 12时左右，民警在大量监
控视频中发现了一辆驾驶室红色、货
箱浅色的三轮车，这辆三轮车的线
路、特征与群众反映的肇事车十分相
似。但因监控视频清晰度低且不连
续等原因，视频中无法找到三轮车的
起点和终点，也无法看清三轮车的准
确细节。

10日16时30分左右，民警在周
礼往内江市资中县方向的一个维修店
有了收获，老板称9日上午10时许，一
名男子骑了一辆相似的三轮车在该店
更换挡风玻璃。随即，民警调取该店
监控，拿到了三轮车清晰图片。经事
发地点相邻村社干部辨认，有人认出
照片中的三轮车司机，是距高棕村不
远的资中县太平镇双龙村的唐某。

很快，民警赶到双龙村，见到了唐

某。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驾驶
电动三轮车撞伤女子石某，因害怕赔
偿，将伤者拉到5公里外的周礼镇转
盘附近丢到路边的事实。

目前，伤者石某因重度颅脑损伤
深度昏迷，仍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
抢救，未脱离生命危险。肇事逃逸的
司机唐某已被警方依法拘留，案件仍
在进一步办理中。 李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雪皎

幸福再度启航
百对恋人包机游泰国“晒”幸福

妈妈给女儿送饭途中被撞
肇事者将她丢到事发现场5公里外

“红衣哥”将摔倒老人扶起。

老人摔倒在马路中央。

“红衣哥”一路跑向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