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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大咖面对面交流
报名即送500元现金减免劵

近视，对于爱好运动的人总是很尴
尬。打球、游泳、跑步等各种运动都不方
便。想要摘掉眼镜却总是担心手术是否有
后遗症、会不会复发？来听听中医大银海
眼科专家朱思泉教授如何说。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近视手术？
术前需要对眼睛进行全面检查，手术

医师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判断并推荐几种
手术方式供患者选择其一。手术方式，需
要根据眼睛检查结果来确定。ICL（人工晶
体植入手术）手术一般适合角膜偏薄，角膜
形态异常或者近视度数高于 1200 度的患
者，要求前房深度必须大于 2.8mm。比
如：角膜太薄的做飞秒就不太安全，前房太
浅的就不能做 ICL 手术。

手术后眼睛是不是变得更脆弱，更容
易得其他病？

不是的，术前全面检查，排除你的眼睛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疾病，在保证安全的情
况下才能手术。手术本身不会增加眼部疾
病的风险。

术后是不是容易得干眼症？
干眼症的发生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用

眼习惯、电子产品的应用等。术后早期因角
膜形态的改变，泪膜分布发生改变，部分神
经的损伤，瞬目次数减少，所以眼睛易干涩，
疲劳，术后早期避免过度用眼即可缓解。

4月21日，全国知名近视矫治大咖朱思
泉教授、周跃华教授、周春阳副教授与你面
对面，现场参与即送500元现金减免劵（所
有近视手术通用），拨打028-96111预约报
名，即可享受ICL 5折特权，全飞秒&全激
光低至1.1万元，ICL低至2.7万元，现场更有
折上折特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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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5时）
AQI指数 60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乐山、攀枝花、
泸州、内江、巴中、
良:眉山、遂宁、南充、自贡、宜宾、广元、
资阳、德阳、绵阳、广安、达州、雅安

16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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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南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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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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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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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43期
开奖结果：03、06、13、28、33、04、11，一等奖
17注，每注奖金5925049元，派奖17注，每
注奖金434782元。一等奖追加10注，每注
奖金 3555029 元，派奖 10 注，每注奖金
260869元；二等奖73注，每注奖金113999
元。二等奖追加48注，每注奖金68399元；
三等奖1297注，每注奖金2432元。三等奖
追加931注，每注奖金1459元。（52.39亿元
滚入下期奖池。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1000
万元，固定奖派奖奖金余额2.25亿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99期开奖
结果：332 直选：3416（163）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6982注，每注奖金410元；
组选6：0注，每注奖金173元。（574.5万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99期开奖
结果：33285 一等奖：29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3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马尔康 多云 3-21℃ 多云 4-23℃
康定 晴转阵雨 5-19℃ 阵雨转小雨 7-19℃
西昌 多云转阵雨 12-27℃ 阵雨转小雨 13-24℃
攀枝花 多云转阵雨 17-27℃ 多云转小雨 17-27℃
广元 多云 14-25℃ 多云转小雨 16-27℃
绵阳 多云 15-26℃ 多云转小雨 17-28℃
遂宁 晴转多云 16-28℃ 多云转小雨 19-29℃
德阳 多云 15-26℃ 多云转小雨 17-29℃
雅安 多云 15-25℃ 阵雨转小雨 17-26℃
乐山 晴转多云 17-27℃ 多云转小雨 18-29℃
眉山 晴转多云 16-28℃ 多云转小雨 18-29℃
资阳 晴转多云 16-28℃ 多云转小雨 19-29℃
内江 晴转多云 17-28℃ 多云转小雨 19-29℃
自贡 晴转多云 17-28℃ 多云转小雨 19-29℃
宜宾 晴转多云 17-28℃ 多云转小雨 19-30℃
泸州 晴转多云 17-28℃ 多云转小雨 19-29℃
南充 晴转多云 16-28℃ 多云转小雨 19-29℃
广安 晴转多云 15-28℃ 多云转阵雨 19-30℃
巴中 多云 14-26℃ 多云 17-28℃
达州 晴 14-27℃ 晴转多云 17-30℃

就在法官们在林荫街处置“老赖
饭馆”时，金牛法院也集结了40名干警
准备开始一起强制执行案件。

4月16日上午11点，成都武侯区
太平园横一街572号一商铺门口，金牛
法院40余名干警在此集结。这个三层
楼的商铺，在2017年4月就被法院查
封，然而，此时门口的封条已经被撕
毁。“3月21日，我们才重新贴了，现在
又被撕掉了。”该案承办人佘连春说。

商铺原本为夏某某所有，此前，他
将该房屋抵押给金牛区某小额贷款公
司，并贷款300万元。因夏某某不能定
期偿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将其起诉
到金牛法院。2017年4月27日，法院
对夏某某名下的这一商铺进行了腾退
并粘贴封条，启动对房屋评估拍卖。

然而，就在今年春节前后，这个被
查封的商铺里，居然出现了十多个不
明身份的人。执法人员再次对房屋进
行腾退，并再次贴上封条。可没过多

久，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封条又
被撕了。

4月16日上午，执法人员再次前
往此处进行强制腾退。此时，商铺内
各房间都上着锁，从走廊处一些晾晒
的衣物来看，应是有人居住。在2楼一
处房间，执法人员强制踹开房门，一男
子正在睡觉。房间里，床铺、被子、桌
椅、饮水机等一应俱全。在该男子的
房间内，执法人员还搜出一把约一米
长的管制刀具和一把疑似仿制手枪。

据金牛法院执行庭副庭长代志军
介绍，强制撕毁封条进入已经发了公
告进行腾退和拍卖的房屋，是比较严
重的抗执拒执行为。目前，入住该房
屋的男子已被司法拘留，“对于其房间
内搜出管制刀具和疑似仿制枪的情
况，我们已联系公安部门进行下一步
的调查处理。该房屋在腾退完成后，
将委托评估拍卖，兑现申请执行人的
合法权益。”

记者16日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此次专项执行活动，将重点打击
两类“老赖”：

1、对失信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纳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
费、失信曝光。

2、对拒执被执行人及其他妨害执行人员依法打击：
对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等

犯罪，妨害公务罪的被执行人或其他相关人员，采取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立
案、检察院公诉、法院判刑等；

对虽不构成犯罪但失信情节严重的被执行人或其他妨害执行人员，采
取司法拘留或罚款措施；

对恶意逃匿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询被执行人下
落或对被执行人进行悬赏执行，一旦发现被执行人立即予以司法拘留。

16日上午11点，临近饭点，成都武侯区林荫街一家饭馆正
准备着迎接午间的客流高峰。

就在此时，数十位法官、法警出现在这家饭馆门前，而在宣
读完执行告知书后，便将搬空这个饭馆。因为，这个饭馆的租赁
合同早已到期，但老板既不交钱，还占着房子迟迟不退给房东。
而此前，已经法院宣判，又多次沟通，饭馆老板依然拒绝履行。

这是成都两级法院集中开展“惩戒失信 打击拒执春雷行
动”专项执行活动的一幕，两个多小时后，饭馆内的物品被搬家
公司的几辆大货车搬走；房屋则查封，归还给房东。据了解，此
次全成都范围内集中开展的执行行动，共出动1263人，穷尽司
法手段，让“老赖”无处遁形。

拒执判决
老赖饭馆继续营业

16日上午，执行法官带领着法警、
公证处、资产评估公司以及搬家公司等
来到了林荫街这家“老赖饭馆”开展强
制执法。

在到达现场时，该餐厅仍处在营业
之中——有两位客人正在用餐。随即，
执法组分成外围警戒、现场实施、财产
登记、运输、安置接收等小组进行强制
腾房。拉起警戒线、关闭燃气、封闭厨
房、搬出餐具、拆除燃具……经过2个小
时的执法，执法人员对餐厅内的物品逐
一登记造册、搬离，并将房屋归还给了
房东——四川省地震局，有力维护了胜
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极大震慑了拒不
执行法院判决的“老赖”。

现场，法院还邀请了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监督、见证了整个执行过程。

执行法官表示，餐厅内腾出的物
品，除了不易保存的生鲜食品等由餐厅
工作人员登记造册带走外，其余将全部
由地震局委托给武侯区人民法院封存。

房屋被占
房主不得已告上法院

作为申请执行方，四川省地震局机
关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峰说，“走到今天
这一步，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他告
诉记者，2014年，杨某与地震局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书》，约定将地震局的一处
面积约79平方米的临街房屋租赁给杨
某使用，租期 1年，租金每月 6441.75

元，杨某用于开餐厅。合同到期后，地
震局向杨某送达了《关于解除合同、返
还租赁房屋的通知》，要求腾退、返还房
屋，并结清欠付租金、水电气费等。“他
收到《通知》后，竟然找各种理由拒绝腾
退返还房屋，并且要求继续租赁并占用
使用该房屋至今。”杨峰无奈地说，在多
次沟通无果之后，地震局随即起诉至武
侯区人民法院。

经过审判，武侯法院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地震局要求杨某
腾腿并返还租赁房屋的诉讼请求予以
支持。同时，武侯法院要求杨某按照租
赁期间租金标准支付房屋使用费、水电
费等。

但杨某对武侯法院作出的判决表示
不满，并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告上诉
称债务未清但被驳回

在16日强制执行现场，杨某并未出
现。不过，记者在《杨某、四川省地震局
机关服务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审
民生判决书》中看到，杨某上诉的请求
有：杨某与地震局之间还有三十多万的
债务未清。

对此，二审时，成都中院认为，杨某
所述内容仅有其本人陈述，而无具体证
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纳。二审在2016
年9月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

“在我们做出判决后，杨某仍然占用
地震局的房屋。”成都中院相关法官说，
去年11月27日，法院就向杨某发出了
《腾退公告》，要求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强拆”
老赖饭馆

租约到期不续也不搬，法院强执两小时搬空

老赖饭馆

强制执行案 1

“惩戒失信打击拒执”春雷行动

成都两级法院出动1263人开展集中执行
重点打击两类“老赖”

老赖商铺

强制执行案 2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柳锋吴冰清
摄影刘陈平

法院强制腾退
搜出管制刀具和疑似仿制枪

4月16日，“老赖”公司的一位股东被法警带回青羊区人民法院进行调查。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052期：031311313300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52期：200030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
第18052期：103311113311

足
彩

母亲患病
兄弟姊妹轮流照顾

20年前，为了养家糊口，遂宁人蔡
玉俊夫妇带着母亲，来到成都打拼，夫
妻俩找的工作是为电脑城里的商家跑
腿送货。“那个时候，母亲还比较清醒，
她平时就在家里耍，偶尔出去散步，”彼
时，蔡玉俊的父亲去世没多久，母亲过
去在老家务农，靠着种地，把他们兄弟
几人拉扯长大，“母亲为这个家操劳了
一辈子，不管生活怎样艰难，照顾好母
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7年前，母亲杨素秀出现了记忆和
认知障碍的症状，生活也逐渐变得不能
自理。“她只知道我是他家人，”蔡玉俊
告诉记者，母亲就是头脑不清醒，需要
随时照看，其它没什么毛病，“我和大哥

商量了一下，决定我们几个兄弟姊妹，
轮流照顾母亲。”于是，每年1月份到春
暖花开的季节，这三个月，杨素秀都会
跟着蔡玉俊夫妇。

送货谋生
每日骑车带母亲出工

为了时刻照顾到母亲，蔡玉俊夫妇
决定带着母亲送货。他改良了送货的
电瓶车，特意将后座用木板加宽，两根
木条做脚踏板，骑行的时候，再用两根
麻绳做“安全带”，将母亲与自己紧紧系
在一起。每天早上，从双流的家，骑行
40分钟，赶到电脑城等待商家开门，拿
了货物后再送往客户那里，风吹日晒，
几乎跑遍了成都各个角落。

每到中午，蔡玉俊夫妇会拿出备好
的饭盒，站在路边将就着吃。“今天的饭

菜是老婆准备的，我们把它剁碎了，方
便母亲吃，”蔡玉俊的电瓶车此时充当
了饭桌，一份冒菜、一个饭盒，三个人站
在人行道上，边吃边和周围的同事聊
天。杨素秀吃得很慢，尽管蔡玉俊很快
就吃完了，他仍然耐心地等待着。

记者看到，杨素秀穿着长款红格子
的衣服，中间一个可爱的兔子形象，非
常醒目，显得很活泼。“我们每天都会把
母亲打扮得干干净净，”蔡玉俊夫妇为
了让老人多和人聊天解闷儿，每天都会
把母亲收拾得整洁大方，“很多熟悉的
人，都喜欢和她开开玩笑。”

形影不离
电梯里也牵着母亲的手

每天把母亲带在身边，常会有不便
的时候，“我们去写字楼送货，保安经常

拦住我母亲，不让她上去。”每当遇到这
种情况，蔡玉俊总会耐心地解释，“不让
她进去，你们能不能保证她的安全，如
果不能，万一有个闪失，能负责吗？”好
说歹说，保安才最终得以放行，而蔡玉
俊则一手牵着母亲的手、一手拖着货
物，慢慢走进了电梯。

24小时形影不离，哪怕在电梯里，
蔡玉俊也没松开母亲的手。年常日久，
他和母亲的故事也被同事朋友所周
知。电脑城门口，有很多送货的同行，
在他们夫妇忙不过来的时候，偶尔也会
帮忙照看一下，收售二手器材的马大
姐，就是其中之一，“我有时候看到她
（杨素秀）一个人往外面走，就会跑过去
把她拉回来，”马大姐笑着说，“我一般
就说，你儿子一会儿就回来啦，别让他
找不到你哦。”

52岁大叔骑车
带92岁老母亲送货谋生

为生计奔波的人群中，总有不期而
至的温情瞬间，朴素而热烈，打动你心。

4月16日中午，天气有点热，成都
一家电脑城门口，52 岁的蔡玉俊站在
路边太阳伞下，匆匆吃着饭，92岁老母
亲杨素秀，身着红色格子衣服，站在一
旁，慢条斯理地从饭盒里夹着饭菜。
其间，蔡玉俊会停下筷子，等一等旁边
的母亲。

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7年。
每天，蔡玉俊都会带着母亲奔波

在大街小巷。他是一名送货员，负责
给电脑城的商家跑腿，送一些电脑配
件。午饭后，他会用电瓶车驮着母亲，
拉着货物，去玉林路取货，赶往下一个
送货点。

““不管生活怎样艰难不管生活怎样艰难，，照顾好母照顾好母
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谋生不易谋生不易,,孝养不弃孝养不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何方迪摄影朱建国

蔡玉俊每天驮着92岁身患老年痴呆的母亲，穿梭在成都大街小巷，奔波于商家与客户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