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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70～108

温馨提示：对异常敏感人群健
康有较弱影响，异常敏感人群减少
户外活动。

成都
今日 阴天间多云
13℃-23℃ 偏南风1～2级
明日 多云转晴
13℃-24℃ 偏南风1～2级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6085期排列3直选

中奖号码：997，全国中奖注数6783
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

码：99763，全国中奖注数41注，单注
奖金10万元。●电脑体育彩票“七星
彩”第16037期开奖号码：9494304，
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5,000,000元；二
等奖9注，每注奖金57,757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四 川 联 销“3D”第
2016085期开奖结果：

967，单选 810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1686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6037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27、04、10、19、29、
28、24，特别号码：09。一等奖 1
注，单注奖金1777492元。二等奖
27 注，单注奖金 9404 元。奖池累
计金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3月31日，绵阳市民张先生爆
料，称其3岁的儿子琦琦（化名）面
部、耳朵和臀部出现了可疑红点，
怀疑是儿子就读的绵阳新起点幼
儿园滨江世纪花园分院的老师用
针扎过孩子，于是报警。公安机关
介入调查。

昨日下午，绵阳市涪城区教育
和体育局发出《关于新起点幼儿园

教师违规行为调查的情况通报》，
经初步查明：3 月 28 日下午 5 点左
右，该园小一班班主任何某在组织
幼儿就餐和上厕所时，对该班幼儿
张某某态度粗暴、动作失当，已构
成体罚行为，公安机关对当事教师
行政拘留10日。责令幼儿园停止招
生，限期整改。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昨日，凉山州昭觉县补约乡
发现一只约重 100 公斤的野生大
熊猫。据了解，昨日上午，发现这只
大熊猫后，当地村民就围成圈把它
保护起来。村民介绍，这只大熊猫
单独闯进村子。随后，动物保护专

家抵达现场，对大熊猫进行全身检
查，发现这只雌性大熊猫身体十分
健康。在请示上级部门后，决定将
它放归自然。据了解，这是昭觉第
二次发现野生大熊猫。

阿克鸠射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昨日下午2时30分许，一环路南
三段22号门前，一根直径为1.2米的
主水管突然爆管，巨大水流冲毁部分
路面，很快将整段路淹没，并灌入附
近小街上的几个院落，但好在并未造
成人员伤亡。

下午3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供
水阀门已被关闭，一环路上水已完全
退去。在玉林北街及玉林东路等多路
口，交警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 城西
管网所所长胡文平表示，“这根水管
安下去才没几年，我们初步推测爆管
原因是自然爆管，但具体原因还得等
挖开看了才知道。”据初步统计，爆管
后，一环路南三段玉林小区一侧，将
有2400余户用水会受到影响，预计最
快也要今天晚上才能恢复正常供水。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摄影记者 陶轲

一环路爆管 灌入周边院落
初步推测是自然爆管,受影响区域预计最快今晚能恢复正常供水

经民警核实，送钱的太婆姓周，今年
55岁。拿到失而复得的钱后，周婆婆连声
感谢。记者了解到，周婆婆没有工作，平
时在荷花池附十区针织内衣市场一家公
共厕所守厕所、捡纸壳卖，一个月能挣千
把块钱。周婆婆有三个孩子，目前都在外
地打工，她与老伴住在一起。

在被问及为何要把钱交给冯小军时，
周婆婆说：“我觉得他人很好，当时我心里

又迷迷糊糊的，就把钱给他了，就当做好
事。”见婆婆经常自言自语，说话模糊不清，
民警猜测，周婆婆可能有间歇性精神障碍。

对于冯小军，周婆婆十分感激。“遇到
好心人了，如果遇到其他哪个，这个钱可能
就不在了。”冯小军则说，虽然他每个月收
入只有两三千元，“但钱那个东西，是我的
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分都不会要。”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实习生 周昀 刘茜

如果你在今年成都高中出国学
生群体中问哪个学生是真正的“大
牛”，“赵珈钰”的出现频率肯定很
高。不仅因为赵珈钰是唯一获得了
托福120分满分的英语牛人，她在高
中阶段还获得了美国十项全能奖
项、国家级别演讲比赛大奖，也是一
名学生创客活动发起人。昨天，她收
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
学两所常春藤名校的录取通知。

怎样去打动学校？这是很多人
想要问赵珈钰的问题。赵珈钰告诉
记者，“申请留学的经历就是平衡
自己的时间安排，还有挖掘自己的
过程。”她觉得没有捷径可走，学校
也不会因为一两个细节就录取。

赵珈钰提到了 2014 年被哈佛
大学录取的成都学生兰天星，“兰

天星说了他的经验，准备过程中的
时间要分成四份：考试占25%，课外
活动占25%，申请文书占到40%，面
试占10%。我觉得很有帮助，从高二
准备出国开始，我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的留学机构往往会总结
出一些申请的“套路”，赵珈钰觉得
不能完全按照“套路”来，比如在邮
件中，除了表达自己对这所学校的
喜爱，她还会讲一些自己的近况，
就像和一个老朋友聊天那样。

宾夕法尼亚大学对赵珈钰的
面试是由一个宾大校友进行的，

“没有谈到学术方面，都是一些很
普通的话题，他觉得我是一个容易
成为朋友的人，这点就够了。”赵珈
钰觉得面试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唐智增

绵阳一教师体罚幼儿 被拘留10天

昭觉县又发现野生大熊猫

托福满分的成都妹子
收到两所常春藤名校录取通知

常说清明时节雨纷纷，昨
日，西部沿山有小雨，范围雨量
都不大。预计成都今天最高气温
24℃。

清明假期三天成都地区天气

总体平稳，气温舒适，4日午后到
晚上部分地方陆续会有小雨。好
天气将伴您祭祖、踏青，但随着气
温升高，祭扫时要特别注意用火
安全 。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清明假期好天气 4日午后有小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冯小军说，虽
然他每个月收入
只有两三千元，
“但钱那个东西，
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我一分
都不会要。”

看起来60多岁
的太婆，突然塞给自
己一包东西，里面竟
然还是2990元钱！3
月28日晚，29岁的冯
小军遇到的这一幕，
让他目瞪口呆。

在多次推辞不掉
后，冯小军发现，太
婆可能有轻微的精
神障碍。他并没有将
钱据为己有，而是交
到派出所，并且，在
接下来的两天里，耗
尽心力，终于找到当
时给钱的太婆，将
2990元还给她。

“那么大岁数了，
挣点钱不容易，我一
定要把钱还给她。”冯
小军说。

路遇“送钱婆婆”
29岁小伙惊呆了
陌生太婆突然塞给他一包东西，里面竟有2990元
小伙找了两天，最终找到太婆，将这笔钱归还给她

兼职代驾司机的冯小军介绍，3月28
日晚上9点左右，他在金牛万达附近等代
驾生意时，突然走过来一名穿红色衣服的
太婆，拉住他并塞给他一包东西。

“我打开一看，里面竟是捆得严严实
实的两摞钱。50元和100元的捆成一捆，
10块和20块的捆成另一捆。”冯小军当时
就惊呆了，“我说你搞啥子？为啥要给钱

给我？她说就当‘做好事’。”
几番拉扯后，冯小军发现，这名婆婆

有些神志不清。冯小军担心强行将钱还
给婆婆后，她还会把钱给别人，他便接了
下来。而等他回过神来，婆婆已经转身走
远了。冯小军立马前往荷花池派出所，向
民警说明情况，并当着民警的面清点了
钱——总共2990元。

接警后，荷花池派出所民警立即和冯
小军四处寻找婆婆，“我们把金牛万达那一
圈都走遍了，还是没找到人。”民警劝冯小
军先回去，等有人来报案再通知他来辨认。

冯小军心里却很着急，“从穿着打扮
和包钱的样子来看，婆婆不像是生活得很
好的人，那么大岁数挣点钱不容易。我一
定要把她找到，把钱还给他。”冯小军说。

第二天一大早，冯小军来到婆婆塞钱
给他的地方。“我估计她是从红杏酒家那
边过来的。”冯小军来到红杏酒家，希望能

调取当晚酒楼前的监控视频。不巧的是，
当天遇上保安开会，没能看到监控。

冯小军想起，太婆好像说过她在荷花
池十四交易区扫地。“我找了半天都没找
到，后来才晓得，是我听错了。”找了一天
毫无结果，冯小军又辗转反侧了一夜。

第三天下午，在民警的陪同下，冯小
军再次来到红杏酒家，调取了事发当晚
酒楼前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把钱塞给
冯小军后，太婆往火车北站方向走了。冯
小军用手机拍下了监控录像画面。

3月30日傍晚，冯小军再次来到金牛
万达广场附近寻找。“我看到一群太婆在
那里跳广场舞，想到她们也许认识那个太
婆。”冯小军掏出手机，打开录下的监控视
频，询问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是否认识太
婆，“大家都围拢过来了，只有一个太婆站
着没动。”奇怪的太婆引起了冯小军的注

意，冯小军走上前去仔细辨认，发现这位
太婆正是当晚塞钱给他的人。

“找了两天，我终于找到她了！”冯小
军很开心，他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派出
所。第二天上午，在朋友的陪同下，太婆
来到派出所。核实身份后，民警将钱悉数
归还给她，并叮嘱她以后要把钱放好。

陌生太婆“为啥要给我钱？”

辗转反侧两天 调看监控视频

那个跳广场舞的太婆就是她

婆婆为啥
要“送钱”？

疑问疑问

惊呆

寻找

确定
冯小军平时在荷花池青龙市
场帮姐姐照看鞋店

摄影记者 张直

附近院落正在清理积水事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