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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019.8.1
星期四

22-29 C 21-30 C
多云间阴有阵雨
偏北阵风1-2级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或雷雨

偏北风1-2级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8月3日至5日，《2019第四届红原
大草原雅克音乐季》将在红原县雅克音
乐牧场举行；

8月6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展演剧
目川剧《文昌第一福》将在成都新声剧场
演出；

8月9日至11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
剧《乌龙山伯爵》将在四川歌舞大剧院演
出；

8月10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展演
剧目川剧《苍生在上》将在成都新声剧场
演出；

8月12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展演
剧目川剧《南海李准》将在成都新声剧场
演出；

8月17日，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儿
童版《天鹅湖》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
出；

8月23日至25日，孟京辉经典音乐
剧作品《空中花园谋杀案》将在四川歌舞
大剧院演出。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7月31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104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内江、遂宁、资阳、西昌、攀枝
花、广安、雅安、乐山、德阳、达州、绵阳、
巴中、南充、康定、自贡、泸州、宜宾、眉
山、广元

同呼吸

8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3—103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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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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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月31日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 19088 期全国销售
270234407元。开奖号码：01、05、18、27、
33、06、08，一等奖基本 7 注，单注奖金
1000 万元，追加 1 注，单注奖金 800 万
元。二等奖基本76注，单注奖金627469
元，追加23注，单注奖金501975元。三等
奖136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期开奖
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
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
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3755102164.4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205 期 全 国 销 售
16800378元。开奖号码：187。直选全国
中奖4912（四川251）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20020（四川1522）注，
单注奖金 173 元。16143616.27 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205 期 全 国 销 售
10370058元。开奖号码：18712。一等奖
25注，单注奖金10万元。299711733.3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
29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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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成都的詹先生有些冒
火，深夜突然收到儿子所在
的“爱乐乐享国际早教中

心”高新区鹭洲里店通知，称将暂
停营业，还没等他追问缘由，就被
踢出了家长群。7月31日，在高新
区石羊派出所内，与詹先生一样赶
来报警的“被踢”家长还有不少。

据统计，目前有 140 余位家长
遇上同样的事，涉及学费总共达
200 余万元。其中，有家长一次性
交了 3 万余元学费，也有家长刚交
了 7000 多元，便接到早教中心“暂
停营业”的消息。

但在闭门 2 天左右后，早教中
心负责人现身派出所，答应同家长
代表协商处理此事。

家长：
上一年课交了3万多元

7月31日下午，在经历被踢出
家长群、讨说法“吃闭门羹”的情况
后，詹先生等家长代表，前往石羊
派出所准备同早教中心负责人邱
先生协商。

“我是今年4月给3岁儿子报
的早教。”詹先生告诉记者，当时看
着孩子试学之后觉得还行，就给他
报了一年的课，“一共交了32600 元，并签了合同。”

根据早教中心安排，孩子能在这
里学习绘画、音乐等，还有双语教
育。“想让孩子早点起步，他也喜欢这
些课。”詹先生说，但没想到的是，7月
29日晚上10点左右，早教中心在群
里发布消息称，因该中心与物业之间
的纠纷，将暂停营业。对于复课时间
等信息，早教中心并未说明。

本想通过微信群进一步询问，
但詹先生很快发现自己被“踢”出
了这个群聊。与詹先生一样，在接
到消息又被踢出群后，李女士第二
天一早便赶到位于高新区鹭洲里
的该早教中心，“已经是大门紧锁，
也联系不到任何负责人。”

物业：
早教中心有违约行为

家长群解散后，讨说法的家长
们组建了维权群。有家长代表统
计，共有140余位家长可提供与早
教中心所签合同、收据等证明。

“从接到通知到今天，店门一
直都是上锁关着的，看不到任何一
位老师或者负责人。”李女士说，自
己女儿之前就在这里学习，“经过
群里统计，涉及的学费总共在200
万元左右。”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爱乐乐享
国际早教中心鹭洲里店，两侧大门
的确已上锁关闭，时不时会有家长
过来查看情况。

在大门处，记者看到张贴着一
张由物业管理发布的公告，称该早
教中心构成违约，请家长会员前往
一楼登记统计，共同维护自身的正
当权益，并公布了该早教中心负责
人的联系方式。

有物业工作人员称，该早教中
心在此营业2年左右，根据双方所
签的《租赁合同》，“他们的确存在
违约行为，其他不便多谈。”

协商：
负责人承诺尽快退款

7月31日，在石羊派出所协商
时，早教中心负责人邱先生称，他们
并没有想过要“跑路”，做好早教一
直是他们的初心，但因公司运营出
现问题，才突然通知暂停营业。他
承诺尽快安排转课、退费等事宜。

作为家长代表的詹先生等人
表示，愿意再相信邱先生一次，“约
定好尽快统计核实名单，愿意把孩
子转到其他培训机构的，将尽快安
排。要求退费的，邱先生承诺分三
批，最晚在明年2月前全部退完。”

律/师/说/法

若携款跑路
家长可报警

140 余位家长的权益该如何
保护？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逢逢认为，根据此次事件的实际
情况，家长可以与早教中心负责人
协商好处理时间及处理办法。若
该早教中心因经营不善等客观原
因“跑路”，家长则可以向法院提起
诉讼。

陈律师表示，如果该早教中
心“跑路”前，还有大量学费没退
等情况，家长可以向公安机关报
警，调查其是否有蓄意集资潜逃
的目地，是否有预谋收取费用的
行为。如果这些情况属实，则涉
嫌合同诈骗，公安机关应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 摄影报道

供养两兄弟读书 七旬奶奶落下一身毛病
安岳学子唐良爽高考取得656分的好成绩，被北京邮电大学录取

早教中心突然停业，家长向派出所报警：

我们交的200万学费该退吧

■7月29日晚上10点左右，早教中心在家长群发布消息称，因该中
心与物业之间的纠纷，将暂停营业。

■在接到消息后，众多家长被踢出群。第二天，大家前往早教中心发
现，“已经是大门紧锁，也联系不到任何负责人。”

■7月31日，早教中心负责人邱先生现身石羊派出所与家长协商，承
诺尽快安排转课、退费等事宜。

近 日，2019 华西岷山阳光助学
直通车来到了资阳市安岳县
驯龙镇，在阳光学子唐良爽

家，看到年过七旬的奶奶带着两兄弟
还住在一间面积不大的土坯房中。
几天前，唐良爽拿到了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同胞哥
哥唐淼淼今年也报考了成都的高职
院校。

在唐良爽两兄弟三个月大的时
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也没了下落，
两兄弟从小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10
年前，爷爷也去世了。为了供兄弟俩
读书，奶奶拼命干活，落了一身毛病，
现在每周都要去医院治疗。而为了省
钱，奶奶看病都是拄着拐杖步行去医
院。唐良爽最大的心愿就是将来挣钱
了，让奶奶也住上楼房。

愧对爷爷
他发誓今后要努力读书

唐良爽永远也忘不了爷爷去世的
那个夜晚，他和哥哥凌晨醒来时，奶奶
晕倒在房间里，兄弟俩扶着奶奶赶到
镇上的医院见了爷爷最后一面。爷爷
去世后，奶奶告诉他们，有一次，爷爷
看见兄弟俩在医院玩耍，泪流满面，他
放心不下兄弟俩，觉得他们很调皮，害
怕兄弟俩将来学不好。听了奶奶的
话，唐良爽非常后悔和内疚，从那以
后，他就告诉自己，“今后一定要努力
读书，一定要读出个样来。”

为了供养两兄弟读书，奶奶非常
的不容易，拼命做农活。兄弟俩也很
心疼奶奶，一旦放假回家，他们都想多
帮奶奶干点活。可是奶奶却希望他们
认真读书，放假回家多休息一会儿，不

让他们太过于劳累。

高考656分
希望将来为奶奶盖座楼房

多年来，奶奶累出了一身病，每周
都要去医院针灸治疗。“奶奶每次去镇
上看病的时候，都不会坐车，口渴了也
舍不得买一瓶一块钱的矿泉水喝。”唐
良爽说这些事奶奶从未提起，他是通
过邻居知道的。

“奶奶特别相信我，虽然她没读过
书，但很会教育我。”唐良爽回忆说，高
一那年期末考试他考得比较差，年级
108名，奶奶告诉他不要担心，把不会
的弄懂了，下次就会考很好。“我非常
感动，因为我觉得奶奶和我老师说的
话一样。”

唐良爽没有辜负奶奶的信任，今
年高考，他取得了656分的好成绩，被
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录取，他
准备在大学里面认真学习，以后再考
研，“奶奶喜欢待在农村，我将来挣了
钱，第一件事就是给奶奶盖一座漂亮
的楼房。

为供弟弟上学
哥哥选择费用较低的职高

“哥哥很聪明，他在职高学的知识
我完全看不懂。”唐良爽觉得，哥哥如
果读普高，肯定也能考上一个好的大
学。原来，兄弟俩初中毕业时，唐淼淼
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不行，为了减
轻奶奶的负担，他选择了读费用相对
便宜的职高。

“当时弟弟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中
学，能进最好的班，所以弟弟必须去
读。”唐淼淼说，“我从来不后悔把这个
机会留给弟弟，毕竟我是哥哥嘛。”

唐良爽心里很清楚哥哥为他付出
了多少，“只要我读书能读出来，以后
哥哥有什么困难，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去帮助。”

胡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刘皓洋

2019华西岷山阳光助学行动
活动细则

1、资助形式：活动一次性资助每
名阳光学子助学金5000元人民币，帮
助实现大学梦。

2、报名条件：品学兼优、家庭贫
困的今年高考本科录取新生（不含免
学费专业），原则上不与其他公益活动
重复资助同一名学子。

3、提供资料：
（1）申请书或申请表1份（贴1张

1寸近照）；
（2）身份证复印件1份；
（3）贫困证明1份（户口所在地乡

镇、街道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
（4）高考录取通知书复印件1份

（可在通知书到达后补交）。
请考生邮寄资料到“2019华西岷

山阳光助学活动”组委会，请务必留下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
二段70号华西都市报教育和卫健部

邮编：610012
咨询电话：028-86969135（该电话

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8：00）

家长代表同早教中心负责人协商。

早教中心深夜发布的暂停营
运的消息。

大门紧闭的早教中心。

唐良爽（右）唐淼淼兄弟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