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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四七九开外地生招生政策

咨询会？ 假的！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冕）

每年，

四、七、九三校的外地生招生考试都

会吸引上万名来自省内各地的考

生，学校外地生招生政策引人关注。

近日，石室中学、成都七中、树德中

学相继挂出紧急通知， 称最近有家

长和考生打电话到学校咨询所谓的

“四七九2015外地生招生考试政策

咨询见面会”。对此，三校特别作出

声明， 各位家长切勿听信个别中介

和培训机构的宣传，以免受骗上当。

“我校从未授权任何一个中介

或培训机构代表学校进行外地生招

生考试咨询。” 树德中学相关负责

人表示， 学校亦没有组织任何形式

的培训班， 若有针对该校外地生考

试的培训班，概与学校无关，望家长

慎重考虑。学校还表示，学校严禁本

校教师参与校外补习学校的招生培

训，也欢迎社会监督。

武侯区武科西二路某商厦，一家珠

宝店内的VIP展区里价值50万元的珠宝

首饰被窃———这起发生在春节前夕的

盗窃案无疑让警方特别关注。经过持续

多日的缜密侦查，案发半个月后，警方

终于将两名犯罪嫌疑人阳某、 阿某挡

获；然而，被窃珠宝去向如何，却成为摆

在警方面前的一个难题。最终，犯罪嫌

疑人交待了赃物藏匿的地点：自家厨房

的天花板上……

开着堂哥的车作案 盗走50万珠宝

40颗黑珍珠，39条铂金项链、1条全

珍珠项链……价值50余万元的珠宝首饰

被洗劫一空， 这是发生在今年1月27日，

武侯区武科西二路某商厦门前一珠宝店

的案件。 武侯公安分局刑警队和辖区工

业园派出所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即成

立了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通过调取天网监控等侦查手段，警

方逐步掌握了犯罪嫌疑人作案的经

过———当日凌晨4时左右，两名犯罪嫌疑

人驾驶一辆白色汽车至商厦门口， 汽车

绕着大厦转了两圈之后消失在视野外；

又过了大约1小时后， 车辆再次出现，并

停在了路边的一个草丛中， 两名犯罪嫌

疑人躲过了大厦的保安后进入珠宝店，

随手在店里拿起一个口袋。此时，犯罪嫌

疑人并未开始盗窃， 而是观察了店内的

监控设施，并将监控设备人为转向盲区，

随后才开始作案。

案发后， 警方很快通过车牌信息

在天府新区兴隆镇找到了车主。 然而

令警方意外的是， 通过车主自述及警

方调查，此人并没有作案时间，且近段

时间内该车由其堂弟阳某借用。 警方

试图联系阳某配合调查， 但阳某却电

话关机，行踪不明。种种迹象显示，其

具有作案嫌疑。

盗来珠宝没有销路 被悉数追回

通过对阳某有密切联系的人的走

访， 警方委托阳某身边的朋友告知其早

日归案。终于，得知行迹败露的阳某在案

发后的第10天主动自首， 并交代了其犯

罪事实。与此同时，警方掌握了与阳某一

同作案的另一面犯罪嫌疑人阿某的女朋

友信息，并于次日（2月10日）在简阳市

东滨路中段一小区内将犯罪嫌疑人阿某

抓获归案。

随着该案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落网，

警方随即展开了追缴赃物的行动。 刚开

始犯罪嫌疑人阿某拒不配合，一天之后，

阿某在警方开导下， 终于交代了由于没

有销路， 赃物正藏于其家中厨房的天花

板顶部。至此，案件成功告破，被窃珠宝

被悉数追回。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实习生 杨利娟

3月28日， 西南首届房车露营节在

黄龙溪谷启幕。现场到访的嘉宾有上千

人，五百多台私家车到场。价值数千万

的数十台房车、现场火爆的摇滚乐队表

演、草原露营……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

流连忘返。

4月4日、4月5日， 清明小长假的

前两天， 房车露营节依然火热进行。

现场还增加了更多活动环节。除了体

验、参观数十台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端

房车外， 还有露营节现场音乐会、真

人CS、更多家庭亲子游戏等，让一家

老小都能找到乐子。现在拨打成都商

报服务热线86613333-1， 报名就能抢

免费门票。

数十台豪华房车齐聚一堂， 这在

西南还是首次。 据主办方黄龙溪谷的

开发商透露， 清明小长假期间，4月4

日、4月5日， 房车露营节将进入高潮。

最值得期待的就是， 除了这数十台豪

华房车外，还将有超豪华的房车“巨

无霸”，现身黄龙溪谷。这个超级巨无

霸展开将有十多米长，带客厅、卧室，

甚至还带有阳台， 宛如房车中的变形

金刚。热爱生活热爱探索的成都人，将

实现对房车的全方位接触， 零距离体

验时尚美剧中的房车生活。

主办方还将准备帐篷露营基地，

特邀数支不同风格的知名乐队全程

演奏。在广阔的香格里拉原生态溪谷

之中，溪水潺潺，茵茵绿草，缓缓山

坡，蓝天白云，音乐悠悠，黄龙溪谷风

景如画的实景示范区，连绵起伏的草

坪， 也将成为巨大的自助野餐区，带

上野餐垫和食物，与家人尽情享受与

自然相处的美好时光。孩子们可以挑

战草地悠波球， 喜欢运动的人们，则

可以享受真人CS的乐趣。还有众多亲

子游戏， 可以让家庭成员一起体验，

共享欢乐时光。

另外，重磅大奖，超级豪华澳洲房

车自驾游将在4月5日揭晓，只要到场登

记，就有机会获得，快快报名吧！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余鸽

为救患病孩子

母亲生妹妹救姐姐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汤小均）

在

绵阳开面馆的青海人马金玉夫妇，

其5岁的女儿小雅静不幸患上了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去年4月，此事

在网络转载后， 绵阳全城献爱心前

去吃面， 绵阳一家爱心企业更是支

付了先期30万元的治疗费用。 虽然

小雅静病情稳定， 但能让她活下来

的造血干细胞迟迟未能找到， 在医

生的建议下， 马金玉夫妇决定再生

一个孩子， 用新生儿的脐带血为小

雅静实施造血干细胞移植。今年4月

1日晚， 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诞生，四

川脐血库工作人员及时采集脐带血

后， 已送到成都进行检测及HLA配

型等相关工作。 四川脐血库的工作

人员何艳介绍， 小雅静妹妹的脐带

血量达100多毫升，是一个非常好的

量。此外，小雅静和妹妹是同胞亲姐

妹， 有25%的概率全相合，50%的概

率半相合， 远大于非亲缘万分之一

到十万分之一的配型成功概率。

尽头牙不见了？

一检查还在口腔内

此前， 张林右下排的尽头牙总是发

炎，让她觉得很不舒服。3月29日上午10点

过，她前往位于金琴路的金琴口腔拔牙。

“拔牙持续了1个多小时。” 根据张林的

讲述，为其拔牙的医生四五十岁，拔牙做

了局部麻醉，拔牙过程中，医生曾用手抠

过喉咙，这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双眼都在

流泪，当时医生曾叫她坐起身休息一下。

接下来，她又躺了下去，之后医生告诉她

说， 尽头牙没有拔出来， 并让她去拍了

CT。拍完CT后，张林称其又躺下，医生继

续拔牙。大约半小时后，医生告诉她牙齿

没有拔出来，落在软组织里了，并称联系

了权威医院医生，说是先缝针，回家后进

行观察。

“当时我没有看到CT报告。”张

林称，当晚回到家后，麻药渐渐散去，

她觉得右脸颊肿胀，并伴有头晕。第二

日，张林去到了另一家牙科进行检查。

结果显示， 那颗不见了的尽头牙还在

口腔内，位于“右下巴”处。此外，这家

牙科的医生告知其如果牙齿不取出，

很可能会感染。

“从外观看不出牙齿在哪，摸也摸不

到。”张林认为，拔牙花了500多元，口腔

机构有责任。而这几日，张林不得不输液

消炎。为此，她也找到了金琴口腔方面，

昨日上午双方前往了华西口腔医院进一

步诊断。

牙在咽旁间隙处咋办？

需手术取出

“看了相关的诊断报告，医生说要手

术。” 张林还从华西口腔医院医生处获

悉， 尽头牙还在口腔内， 位于咽旁间隙

处。手术时，可以从口腔内取出尽头牙，

但很可能伤及舌神经，可能会影响味觉。

那么， 最安全的手术方式就是从口腔外

取出。不过，这样右脸颊就会挨一刀，可

能会留疤，“两种结果都难以接受”。

张林说，3月29日拔牙后不得不输液

消炎，说话就疼，影响了工作，给她造成

了很大伤害， 拔牙的医疗机构除了应承

担相应的后续治疗费外， 还应进行相应

的赔偿。而在昨日下午，张林及朋友再次

找到了金琴口腔。

在这里， 张林见到了当天的拔牙医

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名医生

告知张林及其朋友， 张林所拔的牙齿是

水平阻生牙，正常的牙齿是竖着长，她的

牙齿是横着长，当天打了麻药进行拔牙，

张林感觉牙齿要掉了，之后她起来吐血。

后来检查时就没看见牙齿， 张林又做了

一个CT检查。这名医生称，当时他联系了

权威医院的相关医生， 对方告知其不忙

动了。

金琴口腔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样的

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发生。 他们会先垫付

治疗的医药费，昨日，张林找了华西口腔

的专家，金琴口腔工作人员也到场，说这

是一现象属于并发症。 他们愿意积极地

协助后期治疗，治疗结束后，张林还可找

更多的专家进行鉴定， 如果是属于医疗

事故，他们会承担全部责任。

昨晚， 医生与工作人员也前往医

院，陪同张林一起输液，后期也会陪同

她一起。

手术要面临啥风险？

可能会影响味觉

拔牙后牙齿为何会落入咽旁间隙？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也咨询了华西口腔

医院颌面外科教授华成舸， 他称这种情

况往往是因为舌侧骨板较薄， 在下颌尽

头牙拔出时， 强力推压导致断根或整颗

患牙陷入咽旁间隙。

至于是从口腔内还是口腔外取出，

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为了美观， 会尽量

从口腔内取出。 科室时不时就有类似病

人前来求诊，曾有一周遇到三例。”华教

授说，取出牙齿对手术技术要求较高，有

可能会损伤到舌神经，不会影响说话，但

可能会影响味觉。

两名学生遭人肉搜索

昨日均已暂离校园

1日下午，有网友发布四川农业

大学动物科学专业两名男生当街虐

猫致死的视频。涉事学生自述，买猫

后欲退还协商未果， 一怒之下杀死

了猫。对此，四川农大动物科技学院

证实虐猫二人为该院学生， 已对其

批评教育，并责令向全社会致歉，并

将依照规定公开严肃处理（成都商

报昨日报道）。昨日，记者在学校了

解到，这两名学生向校方请假后，均

已暂离校园。

其中一名学生，将一封手写的

道歉信公布到了自己的新浪微博

上，同时将自己的微博名也更改为

“我错了”。然而在道歉信之下，仍

有近千条评论进行言辞激烈的指

责。同时，两名学生的学院、班级及

真实姓名都被匿名网友公布到了

网上。

昨日， 记者来到川农大成都校

区，得知两名学生均已向校方请假，

暂离校园生活。 动物科学专业的一

名不具姓名的老师表示， 学校会依

照法律和相关规定， 对两名学生严

肃进行处理， 但也会倡导师生以帮

助和包容的心态去对待这两名犯错

的同学。然而，就在老师做出这番表

达的同时， 与其中一名学生同寝室

的5位同学， 来到了老师的办公室，

表示：“我们要求换寝室。他对小猫

太残忍。”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比拔牙还痛的是：

美女面临脸上开刀“取牙”

一女子在金琴口腔拔牙遭遇意外，尽头牙掉入咽旁间隙，口腔内取牙或影响味觉

盗价值50万珠宝

还没卖出去人就被抓了

两大学生虐猫 追踪

小长假惊喜不断 房车“巨无霸”将现身

露营节活动丰富多彩，快打热线抢免费门票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张漫

摄影记者 王效

□

不取出会有何危害？

华教授称 ， 可能会

引发感染、不适等症状 。

取出误入咽旁间隙的牙

齿，一般有两个时机 ，一

是在掉落后立即取出 ，

二是在手术结束后两周

左右 、 不存在局部发炎

情况后再取出 ， 期间可

输液控制感染。

□

从口腔内取出牙齿会

有什么风险？

华教授说 ， 取出对

手术技术要求较高 ，有

可能会损伤到舌神经 ，

不会影响说话 ， 但可能

会影响味觉。

此为张林（化名）

落入咽旁间隙的牙齿

活动地点：剑南大道南端 黄龙溪古镇旁 黄龙溪谷项目现场

抢票热线：

86613333-1

千人参与 房车露营节首场活动火爆全城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