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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第
16199期排列 3直选中奖号

码：510，全国中奖注数3939注，单注
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51031，
全国中奖注数 13 注，单注奖金 10万
元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7星彩
16086期开奖结果：8827512，一等奖1
注，每注奖金5000000元。二等奖16注，
每注奖额15180元。12856212.88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
川联销“3D”第2016199期开奖
结果：347，单选839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3098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
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6085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5、
12、19、20、21、01，蓝色球号码：16。一等
奖7注，单注奖金7380661元。二等奖245
注，单注奖金85023元。滚入下期奖池资
金1079747823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优至轻度污染
AQI指数：49～130

温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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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据四
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

成都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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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娃玩游戏成“少尉”
母亲懊悔：没管好孩子

8岁男孩翔翔偷偷用父母的手机，通过他
们的微信钱包转出6700元，购买了游戏中的
虚拟装备（本报曾作报道）。被父母发现后，翔
翔自称“有了装备就更容易杀死敌人”，而父
母手机开机和微信支付密码，竟是因为经常
看父母玩手机发红包时记住的。为了挽回损
失，懊悔不已的母亲梁大琼打算将儿子玩的

“穿越火线”账号，挂到网站上卖掉。
“14号晚上我们睡了，手机一直在孩子

那里，没有别人碰过。”梁大琼说，儿子当晚
一再否认没有动过微信钱包。她抬手打了他
两下，结果，还没到哭天喊地的地步，儿子就
招供了：“买枪，我打游戏用的装备。”

只晓得儿子爱打游戏，但没想到打游戏
还会花这么多钱。梁大琼想把钱退回来，但
现实让她有些难以接受——儿子花去的
6700元钱已经变成了一支支炫目的枪支，出
现在儿子玩的“穿越火线”游戏军火库里。

7月21日上午，翔翔坐在电脑前，整个人
没精打采。他告诉记者，5岁时，隔壁卖二手
家具的一位哥哥，跑到父母的店铺打开电
脑，他就坐在旁边看，第一次接触到“穿越火
线”，从那时起就开始玩耍。如今，隔壁哥哥
已经搬走了，而他已经沉迷于这款游戏中，
已玩到“少尉”军衔。据了解，要玩到尉官军
衔，需经过层层升级。

如今，梁大琼和丈夫没有过多责怪孩
子，“其实想想，我们也有责任，没管好孩
子。”同在洪河二手市场的25岁商贩肖世林
建议，把翔翔的穿越火线QQ账号放到游戏
交易平台上，折半出售，可能有玩家买。记者
在某游戏交易平台上看到，其中“账号交易”
一栏，“穿越火线”账号出售有上百个，价格
从几十元到五千多元不等，武器越多、军衔
越高的价格越高。由于翔翔是通过登录母亲
的QQ号玩“穿越火线”，因此要卖掉的正是
这个QQ号。为了挽回一些损失，梁大琼昨日
打算委托懂行的人把QQ号挂在游戏交易平
台上，今后再申请一个新号使用。

在知名教育专家熊丙奇看来，目前中国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尤为严重。遗
憾的是，国家一直没有建立游戏分级制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父母对孩子玩游戏
的监管责任。“建立游戏分级制度很有必要，
明确哪些游戏适合成年人玩，哪些游戏才可
以让孩子玩。”熊丙奇说，并非要让孩子远离
电子产品和游戏，只是父母应陪同并引导。
而成长中的孩子，父母不应以工作繁忙为借
口，疏于陪伴和照顾。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巫金香

成都商报讯（记者 顾爱刚 逯
望一 摄影报道）7月24日下午，成
都商报记者从峨眉山景区获悉，13
时30分左右，在景区公路石船子
（小地名）附近，因暴雨发生零星落
石及塌方，几名到峨眉山进行地质
考察的西南交通大学学生步行通
过该路段时，其中一人被落石击中
受伤。

据峨眉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
员介绍，24日13时，峨眉山景区突
降暴雨，景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对全山实施交通动态管理，对石船
子路段的车辆进行监测单边放行，
金顶下山的自驾车，从零公里绕行

洪雅路段下山。同时，对游客实行
分流。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当天13时
30分左右，在景区进行社会实践的
西南交通大学几名学生沿公路步
行下山，行至石船子路段，其中一
名学生被落石击中小腿。

24日下午5点过，受伤学生黄
某某被转送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被石头砸伤的左脚缠着很厚的纱
布，纱布被血全部浸红。家属闻讯
后也从眉山赶到成都，“娃娃还年
轻，伤成这样我们真的很心痛。”一
位自称是伤者阿姨的女士说。

下午6点，黄某某被转至住院

部，等待手术。他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途经事发路段时，没有注意到
山上掉石头。见其身体不适，记者
不便再与他进行过多交流。记者随
后在急诊科门口见到了事发时与
黄某某一起的几位同学。他们均
称，此次去峨眉山，是进行地质方
面的实习，24日是实习的第三天。
在黄某某被砸倒地后，走在其前后
的三名同学观察了山崖的情况，齐
力将他抬离了危险路段。

事发后，景区管理人员立即拨
打120急救中心，通过急救车将伤
者送往医院救治，景区工会、门票
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随即

赶往医院，协调伤者救助事宜。为
保障游客生命安全，峨眉山景区立
即对道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增派
人员及时排除危崖，同时安排地质
专家对现场山体进行勘验。

由于交通中断，景区及时对乘
坐观光车仍处于高山区的游客经
零公里-七里坪-洪雅进行分流；
对仍处于中山区景区公路附近的
游客，在经过石船子路段时，安排
他们绕行临时搭建的约100米的应
急临时便道通过。当天下午5时10
分，经过对事发路段全力清理，景
区交通已基本恢复，对车辆实行监
测放行。

未来三天 成都仍有雨
从23日开始，成都各地再次迎来一次强

降雨。其中，彭州、大邑、都江堰等地对部分道
路和景区实行交通管制。彭州市国土资源局、
气象局于23日下午4时共同发布2016年第8号
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日，上述区市
县暴雨预警陆续解除，道路恢复畅通。

不过，根据成都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
天成都阴转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个别
地方大雨到暴雨，气温23℃～32℃；25日傍
晚有阵雨或雷雨，26日白天到夜间雨水加
强，局部地方有大到暴雨，27日白天雨水仍
将持续，不过量级会逐渐减弱。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32岁的刘海涛从警7年，身体非常好，
游泳、篮球、跑步无不擅长。由此，“铁牛”
的外号渐渐传开。

同事唐启银回忆，就在3个月前，“铁
牛”跑了3公里追贼，最后蟊贼瘫下跑不动
了，束手就擒——

今年4月11日，市民报警称，家中的

门从里面反锁着，怀疑有贼进了屋。刘
海涛和另一位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到现
场，破门后，蟊贼从另外一扇门拔腿就
跑，刘海涛和同事立即追了出去。在追
了3公里之后，蟊贼体力不支，倒在地
上，大喊“跑不动了，不跑了”。刘海涛和
同事上前将其擒获。

8岁娃用父母手机
花6700元买游戏装备 追踪

今日 小雨
23℃-32℃ 偏北风1～3级
明日 小雨
24℃-31℃ 偏北风1～3级

到峨眉山地质考察 天降飞石砸伤大学生
事发峨眉山景区，目前受伤学生已送往华西医院救治

“铁牛”警察刘海涛
生病前4天的
工作轨迹

7月17日，全天值班，
接处警41起，忙碌到次日清
晨，一夜未眠

7月18日，前往省检
察院对一起毒品制造案进行
材料补充

7月19日，辗转成都
市华西医学鉴定中心，对一
起妨碍公务案的嫌疑人进行
精神病鉴定，返回派出所后
参与全所夜间清查行动

7月20日，高温36℃，
再次轮值，出警22次。当天正
午，一名妇女欲跳河轻生，在
烈日下劝说近两小时，劝解
成功……

“铁牛”警察累倒在值班室
两天内 超百万网友关注

这两天，郫县民警都被一件事
情所震惊：外号“铁牛”的团结镇派
出所刑侦民警刘海涛病危——这
个32岁的凉山州汉子正值壮年，依
靠一副好身体，在7年警察生涯中
破案无数。3个月前，他还徒步追贼
3公里，蟊贼累倒在地，束手就擒。

“这段时间他太累了。”刘海涛
的同事说，即使在医院双手输液
时，刘海涛一旁放的还是当天值班
出勤的钥匙，“一般执勤都要一直
把钥匙带在身边，方便随时出警。”

硬撑到执勤结束
生病住院引发网友关注

昨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
锦分院住院部，躺在病床上的就是
团结镇派出所刑侦民警刘海涛。这
几天，关于他在工作岗位上倒下被

送进医院救治的事在网上传开，公
安部、四川公安、湖南公安、辽宁公
安、陕西公安等官微转发，仅仅48
小时内，点击阅读率就突破102万
次、点评8000余条。其中，四川传媒
学院学生韩沐安在郫县公安局官
方微博下留言：“警察叔叔多保重，
以前帮我办过案子很负责。”

进入医院治疗是7月20日。
当天，刘海涛与同事唐启银恰逢
值班，从早上9时到下午6时，需
要处理派出所辖区内的所有警
情 。当 天 ，开 着 车 牌 尾 号 为

“7290”的捷达警车，两人处理溺
水、求助、打架等22个警情。原本
下午6时就是交接班时间，刘海
涛回到单位，才跟同事提起“觉
得有些不舒服”。事后，在值班室
监控视频中看到，刘海涛瘫在桌
子上，身体慢慢向下滑。同事正

准备上前询问，刘海涛开始呕吐
起来。下午6时半，刘海涛被紧急
送往医院。

病情趋于恶化
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

到达医院，刘海涛身体发冷，
脸色发白。医院出具的血常规化验
单中，白细胞数目、中性粒细胞数
目、中性粒细胞百分数、淋巴细胞
百分数、单核细胞百分数、红细胞
数目、血红蛋白浓度、血小板平均
体积等8项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偏
高和偏低。

刘海涛的病情趋于恶化，当
晚8时07分，医院给家人下达了

《病危病重通知书》：“目前诊断
为急性胃肠炎，疑似患有败血症，
虽经医护人员积极抢救，但目前

患者病情危重，趋于恶化，并有危
及生命的可能，特下达病情危重
通知。”

经抢救后，刘海涛当晚被送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分院就医。
由于走得太急，病情来得太快，即
使在病床上，刘海涛依然拿着白天
出警车“7290”的钥匙，双手输液才
放在一边，“一般执勤需要一直把
钥匙带着，方便随时出警。”事后，
刘海涛告诉记者，不舒服的感觉不
是突然来的，“其实几天前就不舒
服了，但那天早上特别明显，就想
等到执勤结束才去医院看病。”

目前，刘海涛已经脱离生命危
险，从抢救区转入普通病房，需要
进一步观察治疗。据医院初步诊
断，刘海涛为急性肠胃炎、急性胆
囊炎，是否有败血症或其他病症，
还需要本周一的诊断结果。

“海涛为人相当巴适，本来他就住在团结镇，家里距
离派出所也近，有时候加班本着就近原则就喊他了。”唐
启银印象中，刘海涛身体很好，“平时吃得多、跑得快，从
不生病，是派出所里身体最好的一个。”仅今年半年内，团
结镇派出所就已完成整年的工作任务量，而刘海涛带领
的探组2013年、2014年、2015年连续三年打击盗抢机动车
犯罪数量居全所第一。

这一次，直到刘海涛在值班室呕吐，唐启银也没有太
在意，“想到他平时身体好嘛。后来因为他去医院，我通知
嫂子后就去执勤了。”唐启银从工作群上获悉，刘海涛被
下了病危通知书时大吃一惊，“完全没有想到，当时我都
愣了。原来他身体不舒服一直没说，直到执勤结束。”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严诗琪
摄影记者 张士博

身体好，人称“铁牛”
3个月前曾徒步追贼3公里

仅仅过了3个月，刘海涛的身体差异
为何这么大？成都商报记者在派出所工

作日志上了解到，刘海涛生病前4天的工
作轨迹：

7月17日，刘海涛全天值班，接处警
41起，忙碌到次日清晨，一夜未眠；7月
18日，高温32℃，刘海涛前往省检察院
对一起毒品制造案进行材料补充；7月
19日，辗转成都市华西医学鉴定中心，
对一起妨碍公务案的嫌疑人进行精神
病鉴定，返回派出所后参与全所夜间清
查行动。

7月20日，高温36℃，再次轮值，出
警22次。当天正午，一名妇女欲跳河轻
生，刘海涛在烈日下劝说近两小时，劝
解成功。

当天下午，刘海涛前往郫县看守所对
两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回
到派出所值班室……

身体差异为何这么大？
工作日志显示：连续工作累趴下

刘海涛的妻子陈女士透露，“在进院前一周，刘海涛
只有一次回家吃晚饭。”在她印象中，丈夫连续几天不是
在办案就是在执勤。

在妻子陈女士的印象中，这是丈夫第一次住院，“一
直以来他身体都很好，每次体检也都没有问题。”家里距
离团结镇派出所约2公里，即使如此，陈女士与刘海涛一
起吃晚饭的次数一周不会超过3次。

“高强度的工作是刘海涛的工作常态。”陈女士回忆，
“我也问过他，为什么那么忙，他每次都说就是工作嘛。”
作为全职太太的陈女士，每个月隔上几天，就带上5岁儿
子去派出所看“爸爸”。“从2010年结婚到现在，我们夫妻
俩只出去旅游过一次，还是在川内。”

住院前一周
他不是办案就是执勤

他身体最好
家距派出所近，加班就喊他

他

他

家人说

同事说

受伤大学生送往成都救治

刘海涛住院，妻子照顾他

执行公务时车坏了，刘海涛在修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