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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拱10厘米
新家没搬成，成都李先生一家维权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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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世界肝炎日——认识肝炎科学防治

乙肝、肝硬化应该如何应对？
北京肝病专家面对面解疑答惑！

世界肝炎日来临之际，四川省扶贫
基金会“天使之爱”医疗扶贫公益项目专
项基金启动“2018年肝病精准扶贫暨重
症肝病救助工程”以来，得到好评，市民
拨打96111参与，从报名咨询的结果来
看，市民对肝脏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还
远远不够，尤其对于肝硬化的治疗了解
得太少。

报名听北京专家讲座 参与大咖义
诊活动

7月21日（本周六），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张福奎教授将莅临成
都，举行肝病讲座及大型义诊活动，现场
解答乙肝、肝硬化应该如何治疗？活动
当天免挂号费；援助每人1500元用于肝
病检查，肝病先进治疗、肝硬化、肝腹水、
最高可获援助1万元。同时低保贫困的
重症肝病患者，符合条件的3名患者可获
得全额免费救助。为惠及更多的患者，
此次肝病救助活动的时间将一直持续到
7月31日。对肝病患者来说，每三个月
或者半年一次的复查非常重要，因为通
过复查可以了解肝病的发展情况，及时
采取抗病毒治疗。

专家最后强调，慢性肝炎的抗病毒
治疗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在临床
上，很多患者治疗没达到足够的疗程，就
自行中断治疗，这种做法很危险。尤其
是肝炎早期患者，在尚未转变为肝硬化
或肝癌的情况下，应定期到医院检查，密
切监视病情变化和治疗效果，及时调整
治疗方案。

目前，96111健康热线公益行动正
在进行中，需要援助的肝病患者均可拨
打028-96111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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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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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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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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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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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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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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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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6℃
25-35℃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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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42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雅安、乐山、绵阳、
资阳、眉山、德阳、西昌、广元、自贡、
内江、遂宁、广安、巴中、南充、泸州、
达州
良：宜宾、攀枝花

16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2—72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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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其余区域为优或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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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82

期开奖结果：01、02、14、17、18、08、10，一
等奖0注。一等奖追加0注；二等奖49注，
每注奖金202544元。二等奖追加20注，
每注奖金121526元；三等奖340注，每注
奖金11461元。三等奖追加132注，每注
奖金6876元。（60.46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90期开
奖结果：031 直选：1413（61）注，每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4519（255）注，每注奖金173元。
（1115.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90期开
奖结果：03159 一等奖：40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46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今日
限行 2 7
明日限行 3 8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82期：
33330031013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092期：
203220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8087期：
33333133130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问题
商家宣称不变形

不料地板起拱十厘米

2017年12月，李先生在大自然地板
门店购买了两款进口全实木榉木地板，
售价分别为1158元/平方米和736元/平
方米，“当时店员告诉我这是地暖专用的
实木地板，肯定不会变形，我才买的，地
板也是大自然安装的。”装修完成后半
年，李先生一家并未入住。

今年6月25日，李先生准备搬进新
家。一推门，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

“木地板大面积拱起，最高的凸起有十多
厘米，3个卧室都这样。”家人起先还怀疑
房子进了雨水，仔细检查门窗后，确定家
里没有进水，“放在飘窗上的靠枕都没有
湿”。李先生赶紧打电话给大自然门店
报修。

6月26日，工人上门维修，但修完后
地面仍有起伏感。6月28日，品牌维修部
的技术总监和工人再次登门，李先生的

妻子在现场监工，她觉得工人的施工
损坏了墙面，对修理方法很不满意，让
对方暂停维修。

7月16日上午，记者在李先生的住
所看到，经过两次维修，主卧木地板仍
有大面积起拱，最高处凸起约5厘米，
另两间卧室的地板踩上去也有明显

起伏感。此外，墙面有多处污渍，地脚
线的漆也有破损，“这都是维修时造成
的”。

矛盾
业主要求更换地板并赔偿

商家只保证修好

6月28日之后，李先生和大自然地
板沟通过两次，始终未就解决方案达成
一致。

7月13日，记者来到位于富森·美家
居（城南店）2号建材馆4楼的大自然地
板门店，这家店销售的均为进口木地
板。“这是正常起拱，因为空气湿涨干缩
造成的，我们其他客户家也发生过类似
情况。”店长刘女士说，“实木地板都有
一年的稳定期，之后就不会变形了。”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负责处理此事
的售后经理汤小波。他承认李先生家
的地板存在起拱问题，“最多也就十厘
米吧”。

同时，他也承认工人在维修时对墙
面造成了污损。“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这
些问题，也一定会解决好。”但是，他认
为李先生提出的要求已经超出了品牌
所能承受的范围。

目前，李先生提出了三种解决方
案：一是商家将地板维修到他满意为
止，但是地板要折价，退他一半的钱；二
是地板全部更换为大自然品牌其他型
号，价钱多退少补；三是将地板退了，大
自然退还全款。

“我们可以维修到他满意，但是全
部更换不可能，赔偿也不可能，因为我
们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汤小波说。
目前，品牌方只同意更换10平方米的变
形板材，并保证使用中出现问题会随时
免费维修，每年一次全面维护，“还有其
他赠品，等协商一致了都可以谈”。

律师
消费者的要求合理
可依法要商家退款

“消费者的三种解决方案都很合
理。”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夏畦凇
认为，木地板由大自然出售和安装，出
现质量问题理应由商家负责。如果维
修之后还未达到产品应有的使用功能，
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要求商家退
款并赔偿损失。

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军解释，根据《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
货责任规定》第十一条：“在三包有效期
内，修理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产品，
凭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和证明，由销
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免费调换同型号同
规格的产品或者按本规定第十三条的
规定退货，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
追偿或者按购销合同办理。”也就是说，
如果大自然地板维修两次后没有恢复
地板的正常使用功能，消费者有权提出
换货或退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实习生 高丽摄影报道

世界杯期间喝嗨了
147人酒驾遭起

2018年世界杯赛事已经
结束。此前的一段时间，球迷
们晚上熬夜看球激情碰杯，白
天顶着熊猫眼和同事们讨论赛
事，真是嗨得不得了。不过，如
果没有遵循“开车不喝酒，喝酒
不开车”的纪律，那是要遭起
的。

7月16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从都江堰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获悉，根据统计，
6月14日至7月15日，都江堰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查处饮酒
驾驶144件，醉酒驾驶3件。

“酒后驾驶将依法受到暂
扣驾驶证6个月、记12分的处
罚，罚款2000元，两次酒后驾
驶将会被依法拘留并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醉酒驾驶将受到依
法吊销驾驶证、追究刑事责任、
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
处罚。”都江堰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民警刘勇介绍。

此外，酒驾还有很多负面
的后果。记者了解到，酒驾的
犯罪记录将伴随终生，如果是
律师、医师会被吊销执照，如果
是公务员、法官等将开除公
职。同时，参军、入党、出国、留
学等受限制。

酒驾带来的金钱损失也划
不来。因酒驾被单位辞退，没
有补偿。酒驾产生的事故，保
险公司不予理赔。职工因醉酒
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
认定为工伤，不享受国家有关
工伤保障。

“有些酒驾司机，看到交警
会喝水、嚼口香糖，想让口腔里
的酒精含量降下来，其实这种
做法是没有用的。”民警刘勇介
绍，测酒仪检测的是来自肺部
的气体，而不仅仅是口腔里的，
这也是为什么交警要让受测者
至少吹气两到三秒的原因。肺
部的气体，不会因为喝几口水
就能冲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维修时墙面被损坏。

受伤的温建白脸上被纱布包裹着。
受访者供图

受伤前，温建白在包座乡参与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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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5日，李先生一家高高兴
兴准备搬进位于成都新都区东骏湖景湾
小区的新房。房子去年12月装修后一直
敞着，时隔半年后再次打开，一家人却高
兴不起来了：三间卧室的木地板大面积
起拱，最高凸起约十厘米。

李先生家没搬成，从那以后开始忙
着维权。“正常的木地板不可能拱成这
样，肯定是质量有问题。”李先生找到了
销售方大自然地板以及富森·美家居（城
南店），维修两次后，起拱问题仍然存在。

李先生提出的更换地板并赔偿损失
的要求被商家拒绝。有律师表示，李先
生提出的方案是合理的，且根据《部分商
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相关规定，他
有权要求换货或退货。

木地板起拱，最高凸起10厘米。

近日，阿坝州若尔盖县遭遇连续强
降雨，多处道路严重损毁，大量村民被困
山上。

7月15日，若尔盖县包座乡包座派
出所民警温建白在运送救灾物资返程途
中，突遇大雨。温建白驾驶的摩托车发
生侧滑，他不慎跌落，正脸着地，当场昏
迷。

随后，温建白被战友和群众送至当
地医院，面部缝合 28针，多颗牙齿松
动。若尔盖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主要
领导到医院看望慰问。阿坝州公安局和
省公安厅立即启动民警就医绿色通道，
第一时间将温建白送到四川省人民医院
接受进一步救治。

救灾路上
他不慎跌落山沟昏迷不醒

从7月10日开始，受连续强降雨影
响，若尔盖县包座乡发生多起泥石流，境
内多处路基损毁，通讯信号全部中断，与
外界失去了联系，村民全部被困山上。

包座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开展险情排
查和救援被困居民工作。“他主动请缨，
要去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温建白的同事
回忆，分配任务时，不善言谈的温建白主
动要求去受灾最严重的下包座乡一村、
二村进行抢险救援。

这些村子全都位于海拔3000多米
的山上。据当地民警介绍，暴雨冲毁了
宝座乡大部分道路。民警运送物资，只
能临时开辟出一条便道，非常狭窄，布满
碎石，山上还不时有石头落下。便道只
够摩托车通行，遇到摩托车无法行驶的
地方，他们不得不背着物资徒步前往。

路过危险路段时，温建白和同事提
醒过往人群，前方道路严重塌方，不能通
行。暴雨造成电力、通讯信号完全中断，
他们又挨家挨户敲开村民的房门，提醒
村民雨天的基本防灾知识。

15日清晨开始，温建白与同事一起
骑着摩托车，为困在包座乡上5个村的
村民送去干粮、蔬菜、饮用水等物资。

中午12时30分左右，温建白载着
同事杨切斤返程。行驶至达金村时，突
然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摩托车打滑，

温建白不慎跌落，脸部着地，当场昏迷。
同行的民警立马将其送至当地医院进行
救治。

坐在摩托车后座的杨切斤，也从车
上滚落至山沟里。由于受伤较轻，在当
地卫生院进行简单处理后，他又立马返
回到运送物资的队伍中。

紧急转院
缝合28针面部伤势严重

7月16日晚上8时，经过10个小时
的路途奔波，温建白被转至四川省人民
医院。妻子赵富婷一直陪伴在他的身
边。

事发20个小时后，温建白依然无法
说话。看着原本帅气的丈夫，如今被纱
布包裹的脸，赵富婷难掩内心的疼惜。

“他明明说自己很好，叫我不要担心的。”
赵富婷说，自己平时生活在九寨沟，丈夫
独自在包座乡工作。得知包座乡遭遇连
续强降雨，她就曾多次拨打丈夫的电话，
想要询问情况，但是一直没有打通。心
急如焚的她最后只好打电话给温建白的
同事求吉派出所民警舒永富。在电话
中，舒永富向她说明了当地的灾情，还转
达了温建白对她的关心，“他说路上不安
全，让我不要过去。”

没想到，短短3天后，再次拨打舒永
富的电话时，她就得到了丈夫温建白受
伤的消息。

15日下午，赵富婷乘车从九寨沟赶
往若尔盖，当晚，她在县人民医院见到了
受伤的丈夫。“他脸上的伤情比较严重，
可能会留下疤痕。但是不管他变成什么
样，我都一样喜欢他。”同样是警校毕业
的赵富婷说，自己十分理解丈夫的工作，
未来也会继续支持他。“希望他快点好起
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相信这也是他所
希望的。”

经医生检查，温建白口腔内上下处
贯穿伤10余厘米，缝合28针，颌面部多
处裂伤，软组织损伤，轻微脑震荡，身体
多处擦伤。目前，温建白伤情稳定，正在
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见习记者 钟晓璐

民警请缨上救灾一线
不慎跌落山沟受重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