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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

阴天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夹雪

0℃～5℃

偏北风

2～3

级

今日

阴天，局部有小雨夹雪

0℃～5℃

偏北风

2～4

级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3004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184，全

国中奖注数3127注 ，单注奖金1000元 ；排列5中

奖号码：18470，全国中奖注数54注，单注奖金10

万元。●电脑体育彩票“22选5”第13004期开奖

号码：05、10、16、21、22， 一等奖34注， 单注奖金

15966元,二等奖2853注,单注奖金50元。●“七星

彩 ” 电 脑 体 育 彩 票 第 13002 期 开 奖 结 果 ：

0175534。一等奖0注，每注奖额0元 ,二等奖7注 ，

每注奖额89327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

贵川联销“天天乐”（22选5）第2013004期开奖

结果：12、02、08、14、11。 一等奖0注， 单注奖金0

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

2013004期开奖结果：760，单选4783注，单注奖

金1000元，组选3，0注 ，单注奖金320元 ，组选6，

13636注，单注奖金160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3002期开奖结果 ：

基本号码 ：28、18、08、16、19、25、15， 特别号码 ：

02。特别奖0注，每注奖金0元。一等奖2注 ，单注

奖金2365529元。二等奖17注，单注奖金24127元。

滚入下期奖池资金0元。（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

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新修改的民诉法已于2013年1月1日开

始正式施行， 此次民诉法修改除了涉及到

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完善当事

人举证制度等外， 对于民事诉讼与仲裁的

衔接也做了多处修改。对此，记者专访了成

都仲裁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徐恒。

成都商报：此次民诉法修改涉及到仲

裁的主要有哪些方面？

徐恒：

这次修改涉及到仲裁的内容主

要有5个方面， 即申请仲裁前的证据和财

产保全、仲裁管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

审查内容、 撤销仲裁裁决适用的文书、有

关恶意仲裁的规定等。

成都商报：在证据和财产保全方面的

变化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徐恒：

民诉法修改前，利害关系人诉

前可向法院申请证据和财产保全，但对申

请仲裁前是否可以进行证据和财产保全

则未作规定。这次修改增加了在申请仲裁

前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和财

产保全，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在仲裁前

也可以先封财产。该规定标志着仲裁在证

据和财产保全方面与民事诉讼完全一致

了。有了这个规定，权利人就不必担心仲

裁裁决以后其权益难以实现，权利人可以

放心地选择仲裁解决民商事纠纷了。

成都商报：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的审查标准有何变化？

徐恒：

修改前民诉法对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的审查内容有 “认定事实的主要证

据不足的”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两

项，修改后则只有“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

伪造的”和“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

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这样，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的审查标准就统一了，而且从之前的

注重程序和实体一并审查变为现在主要

侧重程序审查。这一变化，无疑将降低仲

裁裁决被撤销和不予执行的几率，与涉外

仲裁裁决的审查内容进一步靠近，大大提

高国内仲裁的权威性。

成都商报：对于仲裁管辖又有何新内容？

徐恒：

修改后的民诉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二款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

仲裁协议的， 只能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同

时，此次修改删除了原条文中“合同纠纷”

的字样，进一步表明了仲裁的受案范围不仅

限于合同纠纷，还包括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成都商报：对于恶意仲裁有何新变化？

徐恒：

恶意仲裁严重侵害了仲裁公信

力,浪费了仲裁资源,侵害了公共利益以及

他人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不

仅对恶意仲裁进行了明确的遏制，而且还

规定了具体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

成都商报：您怎样评价此次民诉法修

改涉及到仲裁的内容？

徐恒：

此次民诉法修改对部分涉及到仲

裁的条款作了修改，提高了仲裁非诉解决民

事权益纠纷的力度，体现了对仲裁工作的支

持，如仲裁前的保全，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的审查内容侧重于程序等。但同时对仲裁机

构和仲裁庭的办案责任加大了，对仲裁员公

信力和法律知识的掌握要求更高了。

成都商报：对于此次修改，成都仲裁

委员会有何应对举措？

徐恒：

成都仲裁委首先组织仲裁员和

仲裁办工作人员深入学习了新民诉法，特

别是有关仲裁的内容，要求大家要切实领

会掌握。二是着手修改《仲裁规则》相应

条款， 使之符合新民诉法的精神和要求，

成为保证仲裁案件公正、高效裁决的程序

性规则。

成都商报记者 李凌鹏

今日小寒

最冷的时候到了

今日将迎来二十四节气的“小寒”，

民间有“冷在三九”的说法，小寒来临，

意味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到了。

所谓 “小寒” 是与最后一个节气

“大寒”相比较而言的。虽然从字面上理

解，大寒要比小寒冷，但在气象记录中，

小寒往往比大寒冷， 因为小寒节气正处

在“出门冰上走”的“三九”寒天。天文

专家提醒说，小寒节气，注意防寒防冻，

尤其要加强对头部、背部和脚部的保暖，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动。

昨日， 温江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最高

气温数据仅为2.8℃，创下这个冬天最高

温的最低值。 根据四川省专业气象台的

预报，今日白天，盆地西南部、南部阴天

有小雨，盆地其余各市阴转小雨，盆地周

边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 川西高原阴天

间多云局部地方有阵雪；凉山州北部、东

部阴天有小雨或小雪， 攀西其余地方多

云。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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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尿毒症 自己打工挣救命钱

由其本色出演的励志微电影《关门开窗》在网络上引起关注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居民房，面积只

有68.8平方米。然而，一夜之后，租住在居

民房内的6个人，却是生死两茫茫———4人

死亡，2人幸存。而生与死的界限，仅仅是

因为，一个房间的窗户打开了，而另一个

房间窗户紧闭。

昨日早晨，彭州市天彭镇龙兴南街24

号居民院，4名男子死在出租屋内。经彭州

市安监局初步调查，这是天然气燃烧不完

全造成的尾气中毒。

楼下邻居：

楼上水声响了一晚上

昨日上午，彭州市天彭镇龙兴南街24

号居民院。谈起4名年轻男子的离去，大家

都非常惋惜。 据5楼住户柳志茹介绍，4名

死者租住在楼上， 均为年轻的装修工人。

前天深夜12点过，她起床上厕所时，听见

楼上有洗澡的声音。早晨起床后，她发现

自家厕所出现大面积渗水。

“水是从楼上浸下来的，难道这家人

一夜没关水龙头？” 柳志茹准备上楼去查

看究竟时， 发现来了很多警察。 她这才知

道，楼上4名小伙子已死亡，其中一人就死

在卫生间里，洗澡水流了整整一夜。

幸存者：

开着窗户睡觉逃过一劫

这场悲剧就发生在这套68.8平方米

的出租房里。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进入客厅的右边是一间小卧室，左边是一

间大卧室。李洪云和女友邓瑞枫住在右边

的小卧室里。据李洪云介绍，他们有6人租

住在这套房间里， 其他4人住在左边的大

卧室里。当晚，他和女友回到卧室里休息，

窗户是开着的。 而房里其它窗户全部紧

闭。他还记得，当晚12点过，贾祥焰是最后

一个洗澡的人。

当晚，他曾经听到房外传来呕吐声，但

考虑到外面人多可以互相照顾， 也没有起

床询问究竟。次日一早，打开房门时他惊呆

了，房间里有燃气味，大卧室里躺着3个人，

其中一人身上有呕吐物。 而最后一个洗澡

的贾祥焰倒在厕所内，水还在哗哗地流着。

他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经120

急救人员确认，4名小伙已经死亡。

安监局：

初步推断是燃气中毒所致

据彭州市安监局提供资料显示，4名

死者分别是贾祥焰、贾祥海、贾坤伟、贾智

成，均为男性，都来自湖北省通山县。经初

步调查判断，这是因为使用热水器时天然

气燃烧不完全造成的尾气中毒。在这套居

民房内，租住户共计6人，而李洪云和邓瑞

枫因居住在另一房间且窗户打开，未发生

伤亡事故。

成都市燃气公司专业人员介绍，天然气

主要成分是甲烷，它本身是一种无毒可燃的

气体，同其它所有燃料一样，燃烧需要大量

的氧气。如果居民用户在使用热水器时不注

意通风，室内的氧气会大量减少，造成天然

气的不完全燃烧。而不完全燃烧的后果就是

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最终可能导致使用者

中毒或因缺氧而窒息。

成都商报记者 蓝岚 摄影记者 王勤

白领被困电梯

同事逐层寻她

昨日上午， 东门街79号的一座大

厦停电，一位白领被困电梯内。几位热

心同事逐层寻找，终于在3楼电梯里找

到她。

文小红是这座大厦10楼一公司的

文员，上午10点30分，她跟同事打了个

招呼就出门办事。 电梯刚走到3楼，突

然抖了一下，整个轿厢暗了下来。她反

应过来：停电了！她赶紧按下电梯里的

紧急求助电话，发现电话是坏的，又摸

了摸衣兜，才发现手机也没带。

“这下糟糕了，怎么通知别人来

救我呢？”文小红这才想起，大厦3楼

平时没有人。正当她手足无措时，外面

传来同事甄丽的声音：“文小红你在

不在里面？” 她赶紧大声回应：“我在

下面！”

原来，文小红下楼后不久，整栋大

厦就停电了，甄丽想到：她会不会刚好

在电梯里？她和另外4位女同事分头逐

层寻找， 果然在电梯里发现了被困的

文小红。

11点28分，来电后，文小红从被困

电梯里脱险。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据死者的朋友许兵介绍，其中两名死者

贾祥海和贾祥焰还是亲兄弟，分别是22岁和

19岁。贾祥海装修活做得不错，很多工友从

他手里拿活路，不少人都称他为“贾哥”。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这对亲

兄弟的姐姐贾艳芳，她正从拉萨赶往彭

州。电话那头，24岁的贾艳芳悲痛不已，

数度哽咽，无法言语。据其老公介绍，这

对兄弟小的时候， 他们的父母便去世

了。姐弟三人与奶奶相依为命，姐姐很

早就出去打工补贴家用。2009年， 这对

兄弟也离开湖北老家，来到四川打工。

未曾料到， 当这个苦难的家庭渐渐

好起来时， 这场悲剧夺去了兄弟俩的性

命。 截至记者昨晚8时发稿时，4名死者的

家属正陆续赶往彭州。

其中两死者系亲兄弟

家属正赶来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时，肯定会为

你打开一扇窗”，身患尿毒症的小伙张桥，

为了活下去， 三年来自己打工赚取医疗

费。去年11月，他将自己的故事拍成一部

励志微电影《关门开窗》，在网络上引起

广泛关注。

为了活下去，自己打工挣医疗费

张桥生于1980年，2009年12月，他被诊

断出尿毒症，每周三次透析。“想死的心都

有过”，他称，女朋友很快离开了他，父母

都是农民，无力负荷高昂的医疗费。

第二年4月， 身体好转的他开始找工

作，却总遭拒绝，最后隐瞒病情才进了一

家保险公司。近三年里，他全凭自己的收

入来支撑在成都的医疗费、 房租和生活

费。 除去医保部分， 张桥每个月还要花

1000多元在医药费上，负担并不轻。销售

月饼、粽子、鲜花……他做过很多工作，每

年约有2－3万元收入。“推销的路上常忽

然无力，坐在街头一个多小时，站起来继

续”，他珍惜每一个工作机会。

昨日上午11时，成都商报记者在四川

省德森肾脏病医院的透析室里见到了张

桥，由于病情加重，他已入院近两个月。住

院部主任周健介绍， 张桥的情况不容乐

观，双肾萎缩到只有常人一半大小，出现

贫血等多种并发症。

张桥说，希望可以找到合适的肾源。换

肾费用需要几十万， 但张桥并没有被困难

吓倒。“偶尔也有一些好心人捐助我几百

块，我都留下了电话，以后要还给他们。”

拍摄微电影，讲述自己的故事

去年上半年， 张桥就想拍一部微电

影，记录自己的故事。去年9月，他联系到

成都一家文化公司，听说他的经历，对方

决定只收他成本价一万五千元。导演孙汀

颜称， 在尊重张桥本人真实情况的前提

下，他们还加入了一些情节冲突，但保证

80%的情节均是张桥的真实经历。

得知张桥想拍微电影的消息时，在茂

县开宾馆的赵女士赞助了他一万元。微电

影中大多数演员， 都是张桥自己找的。医

院、面试公司等拍摄场地，也是他一一张

罗的。不少朋友都热情相助，张桥曾工作

过的一家保险公司经理谷先生，不但客串

了剧中面试经理的角色，还特意开车将他

们带到双流农田取景。去年11月初，微电

影终于完成。

《关门开窗》全长27分钟，上传到网络

以后，不少网友都被张桥的坚强感动，纷纷

给他发来短信。张桥说，他希望更多的人可

以从他的故事中， 了解到生命的可贵。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摄影记者 卢祥龙

曾经听到房外传来呕吐声，但

考虑到外面人多可以互相照

顾，也没有起床询问究竟

这一夜发生了什么？

前天深夜12点过，上厕所时听

见楼上有洗澡的声音，早晨起

来发现自家厕所大面积渗水

楼下邻居

另一房间

他说要去舍身崖“删号”

峨眉山景区发微博寻人

昨日， 峨眉山景区官博再发告急

寻人：@“猪猪猪猪猪猪仙”，男，成都

人，21岁，微胖，右嘴角下方有颗痣。疑

因健康原因与生活挫折欲轻生， 并在

给多位网友预留遗言后， 于12月30日

（注：去年

12

月

30

日）

到峨眉金顶，后失

去消息。

此前， 据微博网友 “漓畔舞月”

说：有个群友失踪三天了，发的最后一

条微博是说要到峨眉山舍身崖删号重

练，希望景区和游客帮忙寻找。

这位失踪网友的微博名为“猪猪

猪猪猪猪仙”，他在本月1日00时10分

利用微博定时发布软件写了一条博

文，“玩不起删号啦！因为选错职业，加

错点，生活技能也没练！多年来做任务

打怪爆的金币也花光了……所以玩不

下去啦！ 删号的地点其实一年前就选

好了~那就是峨眉山的舍身崖咯……”

在网络游戏中，“删号重练”隐含

“自杀”之意。从元旦开始，此人一直

联系不上，电话也关机，大家担心他干

傻事。在2012年最后一天，汪珏以及其

他6名网友收到“猪猪猪猪猪猪仙”的

邮件或短信， 在邮件中他给朋友们留

下了一些Q Q 账号和密码，在最后的结

尾处说他要先走一步。 短信内容则是

“要先走一步了，不用回复了。”汪珏

说，通过Q Q 她找到了他的财付通的账

号名为“代桥”，账号资料显示家住成

都金牛区。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尝试拨

打“代桥”的电话，但电话已关机。

记者联系到峨眉山景区金顶派出

所，一名工作人员称，昨日下午，派出

所就联合景区管理处、环卫处，组织了

10多个人前往寻找，“并没有找到这

个人。”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洗澡“窗”祸

开关两扇窗

生死两茫茫

“拍拍动”使用方法：

苹果、 安卓手机用户

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拍拍动”下载、安装或访

问 paipaidong.cdsb.

com。打开“拍拍动”，将

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

记的图片，即可体验精彩！

4人遇难2人幸存，疑为燃气中毒

制图 王雪

彭州天彭镇龙兴南街，这扇紧闭的窗户夺走了

4

个年轻人的生命

换肾需要几十万，但渴望活下去的张桥并没有被吓倒

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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