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父母看来，儿子得这个病
（脑瘫），已感觉很对不起他，如
果再不让他读书，会内疚一辈
子。从邱民入学第一天起，父亲
邱成忠便开始了“陪读”人生，每
天背送儿子上学读书。2012年，
邱民考入县城最好的高中——
平昌中学。学校为方便邱成忠照
顾儿子，为其安排宿舍，还为邱
成忠安排了一份工作。

邱民告诉记者，念完高一，
自己曾休学一年治病。回到学
校继续念书时，父亲被查出肝

癌晚期。“是我让父亲操劳致
病”，邱民当时甚至想到弃学，
后经老师开导，才打消了弃学
的念头。由于邱父无法继续坚
持背送儿子读书，邱民的表弟
曾帮忙照顾了邱民半年。

2015年，邱父去世后，因邱
民的表弟也有其他事情，之后，
邱母便来到学校，继续陪儿子
上学。

通过高考走进象牙塔，这
不只是邱民的梦想，更是全家
人的期待。

求学

今日 阴天转阵雨 21℃~27℃ 偏北风2~4级
明日 多云 23℃~29℃ 偏北风2~4级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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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09

脑瘫少年超二本线43分
陪读父亲去世

母亲将陪他上大学

2016年6月26日
星期日

仅限 6 月 26 日 14：00-17：00，
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你就亏大了！在天地和装修， 之所以省钱，

原因在于他们所有的主材、 基材、
家具、家电都是按照出厂价给业主
结算的。 你也许不信，装修公司不
赚钱他们还开公司干嘛？ 可是，现
在这样的事情偏偏发生了，天地和
豪装工厂店豪华装修只要工厂价，
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片瓷砖、一

个门把手，装修所有材料直接从厂
家搬到工地，省掉了代理商、经销
商的层层加价， 省掉了人力成本、
店面成本、运输成本等，让业主装
修直接省掉不少的钱！ 听起来太诱
人，可是为什么天地和能做到？

天地和总裁仲伟解释说：“因为
天地和不仅与全国上百家知名家

居建材企业有长期的战略合作协
议，还拥有自己的家装工厂，我们
已经成功打造出了一条完整的家
装产业链。 我们有家具厂家，木门
厂家，橱柜厂家，钛合金门厂家，这
条家装产业链让我们拥有了工厂
价造福业主的实力和可能，这是很
多家装企业无法做到的！ ”

6月 26日，全房 21 件红木家具免费送！6月 26日，全房 21
件简欧、简美、中式家具免费送！ 6月 26 日美的、格力全房八大品
牌电器免费送！

仲伟简介：

承诺 1：
保证全城极低价，贵多少补多少！
承诺 2：
只要您不满意，我们立刻砸掉！
承诺 3：
在天地和装修， 保证全部采用知名大
品牌，真材实料，假一罚十！

成都天地和被总部评为“质量服务标兵”旗舰店

热烈庆祝
������天地和总部特批 60 套红木家具、简欧家具、中式家具以及 60 套全房品牌 8 大
电器奖励成都店，并于 6 月 26 日举行颁奖典礼！ 为答谢成都业主对天地和的支持

与信赖，成都店决定，将此 60 套豪华家具和家电，全部免费赠送给成都装修业主。

�������给前几年支持过天地和的业主的
致歉信：
在这里， 对前几年无私支持过我们

天地和的业主，我们真诚致歉！因为在
前几年的快速发展与扩张过程中，我
们团队的建设不敢说 100%一帆风顺，
这才有了我们“不满意，砸掉重装”的
承诺！这才有了我们更加自律的动力！
经过几年的发展，团队的优胜劣汰，我
们现在可以向广大业主郑重承诺：现
在留下来的都是我们最正直的天地和
人，都是真正的行业精英，我们现在有
强大专业设计团队，职业的预算团队，
正规的产业工人；现在，我们已经成长
为拥有自有家装工厂与物流的全产业
链的家装航母。一路走来，我们一直感
恩所有业主的支持与信赖！谢谢你们，
我们可爱的天地和业主！

———天地和家装 总裁 仲伟

� ������很多装修公司都会跟业主承诺
保证装修质量，但很少有公司敢直接
叫板“不满意就砸掉”，偏偏天地和就
敢！天地和不仅敢，还真这样做了。曾
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装修行业圈子
里广泛流传，讲的是一户业主在天地
和装修，装修完仲总亲自到现场验房
的时候发现工程中存在一个小问题，
业主表示这个问题不严重、 没关系，
怕麻烦就保持原样好了！但仲总却非
要砸了重做，业主拦着都没用！ 仲总
说，不能让任何一个小问题为业主们
的生活带来隐患！很多业主在背后谈
到天地和总裁仲伟的时候，会评价他

有点儿死心眼儿。仲总对这样的评价
却乐在其中，他说：“做装修的就是应
该死心眼儿，我是凭良心做事，因为
有些原则和要求一定要坚持到底，才
能保证工程质量。我就是要做一个死
心眼儿的装修人，而我们天地和就是
一个死心眼儿的装修企业！就是一个
凭良心做事的企业！ ”

不满意说砸就砸，天地和不是亏
了吗？仲总介绍：“我们的不满意砸掉
重做， 不仅仅是保障了工程质量，同
样也是对我们工程队伍的规范和监
管，正是不满意砸掉重做，让我们的
工程队伍不断完善和进步，让施工和

工程质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
仲总还笑着向我们透露：“你们以为
砸掉重做是扣的天地和的钱？工程有
问题我们扣的是项目经理的钱。 ”

对于自己做的工程，天地和不仅有说
砸就砸的勇气，更有所有问题都负责到底
的担当。 由于天地和豪华全包中的主材、
基材、家具、家电，都是天地和自己生产或
者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生产的，一方面天地
和对所有产品的质量有信心， 另一方面，
天地和有着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不管您
的装修哪里出问题，只要一个电话，24小
时之内一定上门帮您及时解决， 负责到
底！

为什么在天地和装修，工程质量不满意说砸就砸？
———是什么让天地和敢于如此一言九鼎，又是什么实现了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高效售后？

他把铁锤砸向了业主的家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天地和在成都开放
200 多套豪华样板房， 可供业主随时免费参
观，如果天地和的装修质量令你满意再签约。

致歉信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
向您郑重承诺

什么叫工厂价装修？ 为什么工厂价装修省心更省钱？

总裁名片：仲铁锤，原名仲伟，家装
界传奇人物，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创
始人。 因为他敢于在装修界承诺：不
满意，立刻用铁锤砸掉！ 所以，业界
人称“仲铁锤”！

一重礼：活动当天签约业主，装修款交1万抵6万，仅限60户！

二重礼：活动当天签约业主，免费赠送由家具工厂提供的红木、简欧、简美、中式
等全房 21件豪华家具一套，仅限前 60户！

三重礼：活动当天前 60户签约业主，即可免费获得知名品牌全房 8大电器！ 创维
电视免费送！ 格力空调免费送！ 万和抽油烟机！ 万和灶具！ 万和 10L热水器、海尔洗衣
机、海尔电冰箱、老板电饭煲全部免费送！

四重礼：活动当天前 60户签约业主，
只需要再加 88元即可获赠 2 万元感恩大礼包！

五重礼：持户型图到店的业主，凭户型图即可免费领取 998元精美刀具一套！

抢订热线 028-8663�3336

业主送锦旗

超级优惠仅剩
最后 3小时

6月23日下午，达州市普降暴
雨，一小时内，暴雨导致街面流水湍
急，城区多路段严重积水形成内涝。
期间，达川区一12岁女孩在暴雨中
过马路，但后来女孩被发现竟然在
积水中的一小轿车车底，后被送入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多个部门正联合调查女

孩的死因。家属也向社会征集目击
者或者知情者线索，希望能搞清楚
女孩的死因。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张杨

当地时间24日6时许，受到全世
界密切关注的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
炉，“脱欧”一方最终胜出。

英国首相卡梅伦第一时间宣布
辞职，英镑汇率跌至1985年以来最
低点，伦敦股市开盘重挫8%……连
锁反应纷至沓来。

中信资本旗下对冲基金CC-
Track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萨维奇对
记者表示，由于近期英国在政治和
经济等各方面均不稳定，英镑在未
来一段时期内将继续走低。

在全球经济复苏依然步履蹒跚
之际，英国的“脱欧”决定将令全球
经济增长前景愈发不明朗。

英国“脱欧”对旅游会产生什么
影响？记者24日从旅游业内了解到，

“脱欧”不会增加中国赴英签证办理难
度，英镑“贬值”对赴英游短期利好。

途牛旅游网欧洲产品负责人马

静告诉记者，对出境游影响最直接的
是签证和汇率两大部分。目前中国公
民去英国旅游就需要单独申请旅游
签证，与欧洲26个申根国家通用的申
根签证并不一样，因此，“脱欧”不会
增加中国赴英签证办理难度。

驴妈妈CEO王小松表示，英镑
“贬值”对去英国旅游、购物都有短
期利好，在英国购买同一商品将花
费更少的人民币。康辉旅游相关负
责人表示，马上就要到暑期出游旺
季，若英国汇率持续下跌将会更大
地促进游客前往英国消费。不过对
于出游团费是否会下降，该负责人
表示，团费通常都要提前半年旅行
社打款到当地地接社，所以要看此
轮英镑下跌时间长度有多久，若英
镑持续下跌，最快会在下半年至年
底体现在团费上。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2016170期开
奖结果：909，单选324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333注，单
注奖金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第
16170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409，全国中奖注数3338注，单
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40977，全国中奖注数11注，单

注奖金10万元。●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6073期开奖结果：前
区 07 14 17 24 27 后区08 10，一等奖9注，每注奖额6617923元，追加
3注，每注奖额3970753元。二等奖216注，每注奖额35457元，追加88注，
每注奖额21274元。

兑彩票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78~122

温馨提示：空气质量可接受，但某些污
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
较弱影响，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
外活。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

达州女孩暴雨中过马路死于车下

家属征集目击者线索

英国脱欧 英镑“贬值”
赴英旅游、购物或降价

496分（理科），
超二本线43分……
得知高考分数的那一
刻，21岁的邱民虽然
没有特别高兴，但他
觉得，至少没有辜负
父亲对自己的照顾。

这名来自巴中市
平昌的农村少年，是
一名脑瘫患者，坐着
轮椅上课，靠左手拇
指与食指夹住笔勉强
写字……过去10多
年里，父亲一直在他
身边扮演着陪读的角
色。让邱民上大学，是
一家人的梦想。但因
为肝癌，陪读父亲终
究没能陪他走进大学
的课堂。

这两天，邱民正
在为填报志愿发愁，
因为身体条件，适合
他的专业并不多。邱
民决定填报离家近的
学校，选会计或计算
机等专业。对于接下
来的大学路，邱母也
已经做好了准备，陪
着儿子一直走下去。

这两天，邱民一直在为填报
志愿的事情焦虑，一本《招考指
南》已被翻过不知多少遍，但他却
难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

此前，邱民还曾想过当一名
医生，不让自己身上的悲剧发生
在他人身上，但那毕竟只是一个
梦想，“我的身体条件不允许，留
给我的选择余地并不多。”邱民
说，目前已备选了几所省内的学

校，这样离家比较近，专业打算
填报会计、计算机或者电子信息
工程等专业，“这些对身体的要
求应该要小一些。”

由于生活无法自理，对于
儿子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邱
母赵桂兰已经做好打算，继续
陪儿子去念大学，毕竟，这也是
丈夫所希望看到的。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其实高考前，邱民心中已
有了打算，不管考得好还是考
得差，绝不复读，“我21岁了，
妈妈也60多岁了，我们都耗不
起了。”

6月22日晚，邱民所在的班
级QQ群突然热闹起来，不少同
学开始联系班主任帮忙查询成
绩，但邱民却一直沉默着，“不敢
（查分），如果考差了，对不起死去
的父亲，也对不起一直以来对我
很好的老师。”但邱民又想到“终

究要面对这一切”，随后他拨通
班主任电话，电话里，班主任对
他表达了祝贺：“考得不错，496
分，超二本线43分。”尽管，成绩与
邱民预料的差不多，但他还是跟
自己怄气，“如果能多4分，达到
500分，说起来也好听一些。”

“能够考到这个分数，也算
是对父亲的一个回报。”他说，
准备等到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的那一天，再回老家祭拜亡父，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陪读父亲去世 脑瘫少年曾想弃学

惊喜 超二本线43分“这是对亡父的慰藉”

未来 为填志愿焦虑 想选个合适的专业

坐在轮椅上的邱民和他的老师（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