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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种植牙全城特惠
500颗牙8.8元开送！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万物更新，气温
和湿度都适宜机体受损器官恢复，正是种
牙的黄金期。缺牙市民可趁此机会申请
8.8元特价做牙、免费口腔检查等福利，拨
健康热线028-96111咨询及预约！

种牙特惠：500颗牙8.8元做
为让市民早日恢复口腔健康，在爱心

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春牙”计划已正式启
动，特面向全省开放500个特惠做牙名额。

即日起，凡缺牙、牙松动、假牙不适等
市民，年龄在18至100周岁，都可以通过拨
打热线028-96111报名，申请8.8元特价做
牙（500颗送完截止）、7项口腔检查费用全
免、假牙抵现金（100元/颗）等福利，更省钱
省心修复缺牙。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本周日。
种植牙，使用寿命长
种植牙能恢复天然牙90%的咀嚼功

能、美观舒适。值得一提的是，种植牙还被
称为“永久性修复体”，使用寿命长达40年
甚至更长。世界上第一例接受种植牙的患
者于1965年种植，直到2007年去世时仍
然完好，为其服务了42年。

本月3日，种植牙专场特惠
为让市民更深入了解种植牙，本月3日

将开展种植牙专场特惠：8.8元做牙、7项口
腔检查费用全免、现场看种牙手术全过
程。种牙送电饭煲、豆芽机、按摩仪等好
礼。名额有限，市民请拨028-96111报名。

【送福利】拨028-96111，可申请7项
口腔检查费用全免，每日前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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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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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8时）
AQI指数 97 空气质量 良
优：泸州、西昌、马尔康、攀枝花、康定
良：巴中、达州、内江、广元、乐山、资阳、
眉山、遂宁、宜宾、雅安、自贡、广安
轻度污染：德阳、绵阳、南充

2月2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3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8—118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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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冰清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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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8023期开奖结果：12、13、18、21、29、
02、08，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1000万
元。一等奖追加0注；二等奖72注，每注
奖金110789元。二等奖追加17注，每
注奖金66473元；三等奖988注，每注奖
金2935元。三等奖追加364注，每注奖
金1761元。（50.16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52期
开奖结果：958 直选：6958（273）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
346元；组选6：9944（633）注，每注奖金
173元。（439.1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52期开
奖结果：95848 一等奖：51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38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

“3D”第2018052期开奖结果：369，单选
1208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
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1256注，单注
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七乐彩”第2018023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码：16、29、07、24、14、01、02，特别
号码：17。 一 等 奖 1 注 ，单 注 奖 金
1478013 元.二等奖 19 注，单注奖金
23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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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金牛区一医院的病房门被着
急地推开，一名护工行色匆匆唤来医生
抢救病房内的老人，但最终老人的生命
时钟停在了2月27日下午1点35分。

吴成吉老人去世的消息传开，不少
志愿者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吊唁。他之
所以被如此多的人关注，只因他的一个
身份——抗日川军。

1938年，吴成吉离开安岳老家，随
川军奔赴重庆、贵州、湖南等地，亲历常
德会战等多场艰难作战，后因中弹负伤
才下火线，抗战胜利后返回四川。在成
都工作期间，他连年获得先进，一直以

“本分做人、不贪小利”的标准来教育子
女。

2月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吴老家人处获悉，老人于27日
下午在成都安祥去世，享年100岁。对
此，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秘书长张光
秀评价：“吴老的离去是川人抗战史的
一大损失。”

百岁抗战老兵去世
志愿者自发去吊唁

2月28日，成都阳光明媚。吴文秀
在小区里，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

“很突然。”回忆起27日下午的一
幕，她和家人都不敢相信，“虽然作了一
定准备，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大年初

二，吴成吉因病入院，由于年龄较大，老
人身体状况一直不佳。

27日上午，吴文秀和妹妹等人还
来看他，一家人还说了会儿话。“没想到
刚走不久，护工就打电话，说父亲病重

在抢救。”等他们赶到，父亲已经走了，
“模样很安祥，也没有留遗言。”

随后，她把消息告诉一直关心父亲
的抗战老兵志愿者。不少志愿者前来
吊唁，或在微博微信等空间进行吊唁，
并慰问家属。

参加数次抗日会战
负重伤被误认身亡

牵动众多四川志愿者的，是吴成吉
曾是抗日川军的一员。

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一则征兵
告示传到了四川安岳城北乡。按照三
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原则，吴成吉当了
兵。随后，他跟着大部队走到了重庆，
又前往贵州、湖南。

“他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部队番号和
第一场战斗。”川军抗战史研究者王剑
锋曾前往核实吴老的抗战经历，“他所
在部队为川军将领王缵绪率领的29集
团军4旅8团。”

吴成吉讲得最多的，还是在红沙村
打响的从军第一仗。日军的枪炮打得
他们不能抬头，战场的拼杀绝不像电视
剧里那样，说冲锋就冲锋，“子弹不长
眼，有的新兵蛋子刚上战场就没了。”

经历战争洗礼后，吴成吉越来越
有经验。之后，还参加了鄂西会战、宜
沙战役、常德会战等多次大型战役。

1945年，在一次作战中，吴成吉大腿部
位被弹片打伤，伤势异常严重，甚至被
战友误认为身亡，最终被抬下火线，送
医捡回来一条命。

爱下棋爱吃红烧肉
教育儿女“本分做人”

抗战胜利后不久，吴成吉回到安岳
老家。之后，又到成都参加工作。

谈起父亲，女儿吴文秀和吴文树说
得最多的，还是父亲对他们的教育。“父
亲做啥事儿都是以身作则。”吴文秀还
记得，父亲在成都工厂工作时，获得了
不少的先进奖，家里的脸盆、杯子都是
当年老人获得的奖品。“我们打小就被
父亲教育，要本分做人，不贪小利，要争
就争做热心人。”

“他最爱吃我做的红烧肉。”看着父
亲的照片，吴文秀陷入思念，“他最爱的
象棋还在那儿，准备做的红烧肉还没
做，父亲就走了。”

“吴老的离去，是四川抗战历史的
一大损失。”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秘
书长张光秀说，吴老见证了川人为民
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希望
他们那代的抗战历史、抗战精神被更多
年轻人了解、学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实习生 王爱玲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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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重磅推出“维权第一线 我们在现场”报
道，并向广大消费者、政府职能部门发
出集结令，一起剑指消费领域中的不法
行为，为品质消费而战。

买的昂贵的化妆品，用了两天就出
现过敏；买的整箱水果，打开一半都坏
掉了；在街边服装店买了衣服，发现质
量问题，商家拒退；外出聚餐，第二天多
人拉肚子……集结令发出后，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4大渠道每天收到近百条
反馈，读者、网友通过封面新闻客户端、
微博、微信以及热线，讲述他们在消费
过程中的种种遭遇。

在众多投诉中，食品安全、假冒伪
劣商品等，“点名率”较高。“虽然消费者
被称为‘上帝’，然而，在消费过程中，信
息往往不对称，消费者常常不知不觉掉
入陷阱。”市民周女士向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反映。

明明白白消费，这不只是周女士一
人的诉求。在这个“3·15”，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联合工商、食药监等部
门，给你“透明消费”。

即日起，我们向广大读者网友发出
征集令，邀请你和工商、食药监的执法
人员一起，走进消费背后，并解答你关
于消费的一切疑惑。

如果你想过把食药监局执法人员

的瘾，我们将带你走进成都青羊区少城
食药监所，和执法人员一起监管宽窄巷
子等地舌尖上的安全，或是在成都市食
药监局官方微信微博，接受市民的投诉
举报线索；如果你想对成都的化妆品监
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带你直击化
妆品是如何检测的；如果你想了解消费
纠纷如何处理，你可以跟着锦江市场监
管局工作人员一起当一次调解员。

今年“3·15”，当一个明白的消费
者。即日起，通过四大渠道报名，我们
将从中挑选幸运消费者参与体验活
动。我们的记者、主播以及执法人员，
在现场等你。

四大渠道同时接收投诉信息，如果
你在消费维权中遭遇陷阱，可随时向我
们倾诉，我们将派出记者，化身“维权卫
士”，帮你维权到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
清 吴柳锋实习生 姚箬君

百岁川籍抗战老兵吴成吉“归队”
一生亲历数次大战 身负重伤被抬下火线

跟着执法人员 走进消费背后

2月27日早上，家住成都红星路四
段的吴大爷向本报消费投诉热线反映：
位于锦江区东升街红星菜市的惠远农
牧鲜肉店在几个月前关门，他的充值卡
内还有余额1134元，但至今没有退还。

跑山猪受追捧

近年来，号称具有“降低血脂、防止
动脉硬化、滋润女性肌肤”的有机山猪
肉受到许多家庭的追捧。73岁的吴大
爷注重养生，在朋友的推荐下，成了惠
远农牧鲜肉店的消费者。吴大爷告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这家店
的山猪肉确实好吃，口感好，肉质也鲜
嫩，比一般猪肉味道好很多。考虑到家
人爱吃山猪肉，为图方便，我就选择了
充值消费。”

据了解，这家门店是四川惠远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连锁门店之一，曾
在成都青羊区、锦江区、武侯区、高新区
等多个地区设有40家门市或专卖店，
春熙路的王府井、伊势丹等超市里也设
有专柜。记者走访发现，这家公司于几
个月前就在王府井、伊势丹等多个超市
撤柜。

充值金额泡汤？

吴大爷家吃了好几年的山猪肉，一
直都是在这家店消费，充卡都充过几
次，第一次充了 500 元，第二次充了
1000元。后来门店告诉吴大爷充值

3000可当4000元用，第三次和第四次
他就充了3000元。吴大爷说：“这家店
猪肉价格贵,最便宜的一斤也要48元，
贵的可达78元一斤，充值消费便宜不
少。”

由于门店生意一直很好，吴大爷根
本没想到会出现关门之事，他曾多次联
系门店和总部，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我询问过专业维权人士，他们喊
我去法院打官司，你说我一个70多岁
的老人折腾得起不嘛？何况打官司的
钱也不是小数目。”事发后，吴大爷不得
不去更远的超市买山猪肉，至今没告诉
儿女这件事情。

面对众多消费者的投诉，四川惠远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曾在2017年12月
21日发出通告称：公司的惠远625猪在
成都××屠宰场定点屠宰，但由于该屠
宰场环保检查不合格，已经停业整改，
影响到公司市场猪肉供应。预计去年
12月30号前可恢复。

但记者从红星菜市场核实，去年国
庆节后，这家鲜肉店就一直处于关门状
态。

公司还欠多种费

记者在红星菜市看到，惠远农牧鲜
肉店已被炒货店取代。

红星菜市场物管说，山猪肉门店还
欠他们半年的房租和几个月的物管费，
总金额8000元左右。门店关闭后，有

消费者来找过物管，他们之中有的充值
金额达八九千元，多以老年人为主。物
管也多次尝试与惠远公司联系，但对方
一直拖延时间，再后来几个电话号码都
打不通了。

根据物管提供的地址，记者来到了
四川惠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天府
三街某大厦的办公处，但公司大门紧
闭，已人去楼空。

大厦物管人员说，四川惠远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在16楼租了将近280平米
的办公室，公司去年十月份就关门了。

记者多次拨打四川惠远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逢春
实习记者钟晓璐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类
似这样的求助信息被很多网
友关注，不少热心网友接力
转发献爱心。然而，有人却
动起了歪心思，利用网友的
善心“空手套白狼”。2月28
日，记者从四川省工商局获
悉，南充营山就有不少人中
了“套路”。

日前，营山市民张某在
“轻松筹”上看到一则求助。
“求助者”称，有15万斤冰糖
橙卖不出去，果农为收回成
本，以28.88元10斤的价格售
卖，并恳请好心人将求助信息
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见。

出于好心，张某通过该
链接付了款，然而，冰糖橙却
迟迟没送到。当张某再次点
击该消息链接查看时，却发
现链接已打不开。张某的朋
友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付
款后对方一直未发货。怀疑
遇到虚假众筹，张某等人向
营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
了投诉。

众筹信息网络链接的发
起者，是一个名为“同城爱心
帮”的公众号，而收款方账号
则是“营山县××时尚服装
店”。该服装店经营者王女
士称，此前，她曾将服装店的
营业执照、本人的身份证以
及银行卡借给亲戚王某，用
于在微信上注册公众号，其
中，就包括一个“同城爱心
帮”的公众号。

而据王某表示，自己在
2017年4月，已将该公众号
以600元的价格转让给微信
网友“一生一世”。经王某微
信询问，网友“一生一世”承
认自己使用“同城爱心帮”微
信公众号进行“轻松筹”，发
布了冰糖橙销售链接。但该
信息并不真实，他只是在网
络上模仿其他助农销售模
式，联系供货商低价购进再
加价销售来获取利润。

为及时督促“一生一世”
退款，营山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一方面联系公安部门介入
调查，另一方面通过王某在
微信上与“一生一世”联系，
做其思想工作，讲清危害及
后果。目前，参加冰糖橙“轻
松筹”的网友已全部退款成
功。同时，王女士出借《营业
执照》的行为已经违法，该局
也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冰清实习生 姚箬君

冰糖橙滞销求助

原来是套路
南充多人献爱心

却收不到货

猪肉店关门多月
充值的钱怎么办？

“15万斤冰糖橙
卖不出去，28.88 元
10斤，果农只为收回
成本！”看到这样的
求助信息，你会伸出
援手吗？

吴大爷的会员卡和消费记录。

百岁川籍老兵吴成吉。

制图/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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