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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331期开奖结

果：983，单选605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
346元，组选6，16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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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1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
码：673，全国中奖注数7003注，
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
码：67311，全国中奖注数80注，

单注奖金10万元。●“超级大乐
透”电脑体育彩票16142期开奖
结果：01 06 17 23 26 06+
12，一 等 奖 1 注 ，每 注 奖 额
10000000元。二等奖51注，每注
奖额206031元。二等奖（追加）15
注，每注奖额123618元。

兑彩票

“我吃着汤圆，忽然被什么东西刺
到舌头，吐出来一看竟然是钢丝。”11
月29日早上7点，家住郫县犀浦镇的黄
女士给家人做早饭，将冰箱冷藏的速
冻汤圆拿出来，打开了3袋煮进锅里。
一家5口人开始吃汤圆，却发生了意想
不到的事情：汤圆里竟然吃出了钢丝，
此时不少汤圆已经下肚，这下可把一
家人急坏了。

事后，生产商对同批次的产品
进行检查，并未发现问题，至于汤
圆 上 附 着 的 异 物 来 源 目 前 还 难 以
确定。“相关部门已经对产品进行
抽检，一切答案等检测结果出来才
知道。”

顾客惊恐：
吃黑芝麻汤圆
竟然吃出了碎钢丝

汤圆中有钢丝下锅前没有看到
吗？黄女士说，早上天没亮，家里的光
线比较昏暗，看不清楚。在吃的过程
中，孙子最先发现汤圆有问题，“奶奶，
汤圆上面黑色的是啥子东西？”当孙子
发出质疑的时候，黄女士说这是黑芝
麻馅的汤圆，估计是芝麻，便没有在
意。直到自己吃到一根较长的钢丝时，
才发现一家人吃的汤圆中的黑色物体
竟然是钢丝。然而，此时，有不少汤圆
已经被家人吃下。

黄女士丈夫罗先生说，这些汤圆
是他11月28日下午在家附近的罗姐冰
品配送店中购买的，他随即找到这家

配送店并联系到厂商，厂商相关工作
人员也来到罗先生家中了解，由于吃
过汤圆的5人中有人出现了腹痛的情
况，厂家将罗先生的家人送往了医院
进行检查。

记者从罗先生提供的医院检查报
告中了解到，4人进行了CT胸部及腹部
检查，其中2人分别查出在胃腔和幽门
管区出现高密度影，医生表示可能存在
异物，但至于是何异物暂时不能确定。

记者调查：
汤圆表面附着大量碎渣
锈迹可见 质感像细钢丝

11月29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

到罗先生家中，罗先生将当日吃剩下
的“问题汤圆”从冰箱里端出来给记者
展示。碗里大约装着二三十个煮过的
汤圆，在汤圆表面上附着许多黑色的
异物，表面有生锈的痕迹，抠出一根拿
到手里，质感像细钢丝。

当记者提出想看一下剩下的汤
圆是否也存在问题，罗先生告诉记者
剩余汤圆部分被厂家拿走检查，部分
也被煮熟了，但是并没有从中发现有
钢丝。

事发后，罗先生向12315进行了投
诉，并向厂商提出了十万元的赔款，作
为医疗、务工、精神损失等方面的赔
偿。不过，目前经过协商并没有达成一
致共识。

最新进展
厂商：异物来源难确定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

记者从罗先生购买的汤圆包装袋
上看到，汤圆的生产商为成都七和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日期为2016年
11月14日。12月3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
电话联系上该公司销售部负责人田女
士，“我们将顾客带到医院进行了身体
检查，医生建议观察一下。”田女士向
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公司接到顾客的
投诉十分重视，立即赶到罗先生家中
看到了“问题汤圆。”

不过，对于汤圆里出现的大量碎钢
丝，田女士表示暂时不能确定其来源，
因为发现其购买的4袋汤圆已经全部拆
封，其中3袋已煮熟，且部分已食用。

“我们已将公司内同一批次的货
物进行了自查，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汤圆。”田女士说，经工商部门协商
后，并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目前郫
县犀浦镇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已
经对公司及经销商中同批次的汤圆
进行了抽检，等待检测结果出来后
再做处理。

田女士强调，如果检测结果证明异
物来自汤圆或汤圆本身有问题，那么公
司会对此事负责到底。郫县犀浦镇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由于
罗先生家人吃到的汤圆已全部开袋，这
期间出现的异物很难确定来源，在抽检
鉴定结果出来前，都无法下结论。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张士博

11月30日下午，金牛警方在“平
安成都 向人民汇报”行动中，抓获
一位“睡神小偷”，在入室后，他第一
时间竟然不是去寻找值钱财物，而
是偷了一床户主的被子，盖起来呼
呼大睡。

凌晨醒来后，这名男子从户主家中
拿了一对金耳环、两瓶酒、一个ipad和两
部手机。然而，盗窃成功后，他并没有离
开，而是再次进入梦乡，又睡了接近15个
小时。最终，睡醒后，他被民警当场抓住。

“睡神小偷”被抓后
抱怨“偷东西太累人了”

11月29日晚11点，28岁的小伙子
张刚（化名）在金牛区街头漫无目的地
晃荡。路过金鱼街某小区时，看见小区
大门敞开，突然心生歹念，想进去“捞
一把”，于是他爬上了顶楼，看见七楼
的业主在自家屋顶花园里修建了一个
阳光房。

然而，进入阳光房的张刚，并没有

对屋内值钱物品立刻下手，而是抱了
一床被子，爬到阳光房的屋顶，睡起了
大觉。

11月30日凌晨3点左右，一觉醒来的
张刚，趁着户主熟睡，顺着厨房窗口溜进
了楼下主人的客厅，偷得一对金耳环、两
瓶酒、一个ipad和两部手机。得手后，张刚
拿着“战利品”，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心
满意足地回到在户主家阳光房屋顶继续
睡觉，这一睡就睡了近15个小时。

当警方最终将其挡获时，询问他为
何在户主家睡觉时，他竟然抱怨：“偷东
西太累人了！”

主人发现小偷倒影
被抓前他才刚出狱

金牛区抚琴派出所民警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张刚入室盗窃被发现的情
形，也非常具有戏剧性。在潜入户主家
中盗窃成功后，他再次回到顶楼睡觉，
睡到“自然醒”时，已是11月30日下午5
点左右了。此时张刚觉得肚子很饿，想

下楼买东西，本想从屋顶花园处直接下
楼，去户主家寻找吃的，谁知刚打开屋
顶花园的门，就听见户主在家，于是只
好立刻跑回顶楼的“被窝”。

让张刚没想到的是，站在屋顶花园
门口时，由于当天阳光非常充足，自己
的倒影被阳光投射到了户主家的地板
上，被户主看见了。此前，户主就已经发
现家中有物品失窃，但金额不高，所以
没有报警。但张刚的倒影，引起了户主
一家的高度警觉，随后他们立刻拨打
110报警电话。11月30日下午5点半左
右，金牛区抚琴派出所民警赶到失窃户
主家的屋顶花园，在“被窝”里，把张刚
揪了出来。

后据警方了解，张刚系贵州人，之
前在一家火锅店担任炒料师傅，本有稳
定收入，今年2月因涉嫌盗窃被捕，在经
历了8个月的监狱生涯后，11月24日才
刚刚出狱，不料11月30日，又再次因涉
嫌盗窃被抓。

目前，张刚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成都商报记者 沈杏怡

11月14日，资阳市乐至县
宝林镇永和街上的邮政储蓄营
业网点，工作人员正忙碌地工
作。14时51分，一男子持改装的
射钉枪突然闯入，持枪对着营
业员陈红梅，大声喊道：“不准
动，把钱拿出来！”面对歹徒的
枪口，营业员陈红梅、蒋永富沉
着冷静，以“没得钱”为由与歹
徒周旋，并趁机按下了报警器。
14时55分，男子听到报警声后
顿显慌乱，仓皇逃离。

男子逃离后，该营业网点
立即报警。14时56分，乐至县
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

现场调查。民警调取监控录像
发现，营业网点附近的一辆红
色小轿车十分可疑。围绕该线
索，民警展开细致调查，11月
15日凌晨，民警在资阳市雁江
区一民房内将犯罪嫌疑人蒲
某某当场抓获。经审讯，犯罪
嫌疑人蒲某某对自己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据了解，31岁的蒲某某系
乐至县石湍镇人，因欠债20余
万元无法还清，便萌生了抢劫
银行的念头。目前，此案仍在进
一步办理中。 蒋波 张方金
唐嘉阳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日前，在新华公园锻炼区
小广场上，一位留长发、蓄络
腮胡，须发皆白的大爷随录音
机放出的音乐翩翩起舞。伴着
音乐节奏，时而激情热舞，时
而舞姿柔和，一些舞友还不时
与大爷穿插一段双人舞。大爷
的舞姿随性，加之面部表情丰
富，舞步飘逸，引来不少路人
围观。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大
爷姓杜，已是古稀之年的他，几
乎每天都会到新华公园和舞友
跳“坝坝舞”。杜大爷告诉记者，
他喜欢用跳舞的方式来锻炼身
体。“上午在新华公园跳，下午
到人民公园跳。上午一般跳1、2
个小时，下午2、3个小时”。杜大
爷还坦言，自己并没有学过舞
蹈，“以前买些碟子自己在家

学，跳多了就会了，我都是乱跳
的，到现在已跳了10来年了”。
当成都商报记者称赞杜大爷和
别的舞友不一样，他在跳舞时
更陶醉时，杜大爷大笑着说道：

“我是和他们不一样哦，我就是
欣赏音乐”。对于杜大爷，有舞
友称赞他，“都70岁了，不胖不
瘦，身体真好。”。
成都商报记者 王效 摄影报道

汤圆里吃出钢丝 胃中检出异物
厂商回应：自查产品无问题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

87岁的绵阳市民王大爷，
在一次散步时突然双腿无力快
要倒下时，附近一名女绿化工
人看见后，将王大爷背回至他
家楼下，将其安顿好后就离开
了。随后的20天，王大爷及老伴
汪婆婆每天都在家附近寻找

“恩人”。11月29日，他们终于找
到恩人郭茂君，还未来得及表
示谢意，她又离开了。

12月2日，成都商报记者联
系上郭茂君，她表示，帮助有困
难的老人理所当然，“没有多想，
就当他是自己家里的老人一样。”

大爷跌倒
女绿化工背他回家

今年87岁的王大爷，患有
帕金森症，家住绵阳市南河加
油站旁的一小区。11月9日下午
5时许，王大爷与老伴汪婆婆在
楼下沿街散步时，突然，王大爷
脚一软，向地下倒去。汪婆婆见
状急忙将其扶住，然而自己也
已85岁，根本无法坚持，只得向
路人求助。

“就在我和老伴都快跌倒
时，一名穿着绿化服的女工人
走过来，询问情况后就蹲了下
来，将老伴背在背上。”汪婆婆
回忆称。

汪婆婆说，恩人背着王大
爷走了20多米才回到她家楼底
下，随后，她找了一个凳子，将
王大爷安顿在上面休息。当王
大爷逐渐缓过气来，已无大碍
时，她就离开了。

连寻20天
终于找到帮他们的恩人

住在汪婆婆隔壁的大女
儿，得知父亲跌倒被女绿化工
背回家，她十分感激：“父亲年
纪大了，要是没有她的帮助，父
母都可能会跌倒，后果不堪设
想。”只是遗憾的是，“当时我只
顾着老伴去了，都忘记问她的
名字了。”汪婆婆说，在那以后，
几乎每天她都会带着老伴在楼

下散步，同时寻找帮助过他们
的女绿化工。

一连十几天，汪婆婆也没
有遇见恩人。直到11月29日临
近中午，汪婆婆陪王大爷在楼
下一边散步一边四处找人时，
一名绿化工人见到他们后主
动上前询问，“老大爷你身体
好点了哇？”汪婆婆老两口一
眼便认出这就是自己找寻了
许久的恩人。

汪婆婆紧紧拽着绿化工
人的手，连声感谢，多次询问
名字后得知她叫郭茂君，还
想拉着她去自己家里吃饭，
但被郭茂君婉言拒绝了。“她
不肯去我家，我就让她等一
下，我回家拿了几个苹果准
备送给她，结果等我下楼时，
她又不见了。”汪婆婆说，“她
真是一个好人。

“我家里也有老人
我们人人也都会老”

12月2日，成都商报记者找
到郭茂君，她是绵阳市绿化中心
的一名普通工人，今年45岁。据
她介绍，她是南充人。2012年女
儿在绵阳读高二，她和老公便到
绵阳来工作，顺便给女儿做饭。
于是，她当了一名绿化工人，老
公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谈起当日救人情景，“当
时我刚好路过，老大爷马上要
摔倒了，婆婆也扶不住，我就
去帮忙了。”郭茂君笑着说，

“老大爷确实有点重，背起吃
力，后来才听说有110斤。”背
到楼下后，见大爷已无大碍，
自己便离开了。后来一段时
间，她都在另外的地方栽花，
所以汪婆婆他们一直没有找
到她。

“我家里也有老人。我们人
人也都会老，遇到需要帮助的
老人时，我就把他们当作自己
家里老人一样对待。”郭茂君说
道，她的脸上始终含着笑意。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资阳男子抢银行未遂 一天之内被抓获

“偷东西太累人了”
入室先睡后偷盗 继续睡到自然醒

司机戴墨镜、闯红灯，发现
警察过来后又立即升起车窗，
猛甩方向盘，驶入另一条街道
……警方在一公里后将其拦
下，并搜得7把管制刀具、3根钢
管以及近3克疑似冰毒。据悉，
司机系一名未成年男子，该男
子尿检呈冰毒阳性。

12月2日下午4时许，交警
邓云在都江堰市蒲阳路口执
勤。“当时红灯已经亮了三四秒
钟，一辆灰色的汽车越线停在
了路中间。”邓云回忆，当他驶
近灰色汽车时注意到，司机是
一名年轻男子，戴着墨镜，注意
到交警过来后，他迅速升起了
副驾驶室的车窗。“觉得很可
疑。”正当邓云的摩托车要停在

车辆右前方时，这辆汽车突然
猛地左打方向，绕过摩托车、穿
过路口，进入了建设路。

“我立即联系了在附近的
同事，并追了上去。”车辆在窜
出一公里后，被警方在都江堰
市五桂桥附近拦停。据了解，警
方在车上搜得6把管制刀具、3
根钢管，以及一包不到3克的疑
似冰毒；男子尿检呈冰毒阳性，
在其身上警方还搜得一把管制
刀具。此外，男子的车也已经达
到报废标准。

经审讯，该男子姓张，系未
成年人，平时无固定工作。11月
30日他刚吸食过冰毒。目前张某
已被警方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旋转跳跃我不停歇
七旬大爷公园热舞成冬日一景

87岁老人散步跌倒 绿化女工背他回家

“帮助老人时，
我当他是自家老人”

偷完睡了
15小时

男子入室偷窃男子入室偷窃，，先找一先找一
床被子呼呼大睡床被子呼呼大睡，，睡醒后盗睡醒后盗
窃成功窃成功，，又再次进入梦乡又再次进入梦乡

在睡了接近在睡了接近1515个小时个小时
后后，，醒来的小偷被户主发醒来的小偷被户主发
现现，，最终被警察当场抓住最终被警察当场抓住

当警方最终将其挡获当警方最终将其挡获
时时，，询问他为何在户主家睡询问他为何在户主家睡
觉时觉时，，他竟然抱怨他竟然抱怨：“：“偷东西偷东西
太累人了太累人了！”！”

戴墨镜、闯红灯 还是没有躲过警察

煮熟了的汤圆罗先生家中还剩部分带有碎钢丝的汤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