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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至今，金堂贺氏家族每年都会从教育基
金会中拿出一笔钱来表彰一批在当地学校中成绩优异
的学生。53岁的贺杰是教育基金会的成员之一，他把这
种表彰看作对于贺氏家训的一种传承。“我们家族历来
都很重视教育，这就是一种‘耕读传家’的传统。”

贺家祠堂上悬挂着一块烫金木匾，上书“锄经”
两个大字。“锄”是指锄头，“经”是指经书，“锄经”即
是“耕读”的意思。这块悬挂了202年的牌匾中，蕴含
了贺家家规对子孙独立自主，专注学术的要求。

1985年，贺家代表人物贺麟先生回到成都，用
自己积攒的稿费成立了“贺麟奖学金”。后来，贺麟
亲属又牵头成立了贺麟基金会，继续贺家助学传
统。贺杰是贺麟教育基金会的成员之一，该基金会
每年通过公益募集的方式向五凤小学、淮口中学等
学校的优秀学生发放20万左右的奖学金。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岳依桐 张颖

市民称女儿在托管班被打
托管班签订赔偿协议后否认打人

去年11月，李女士把女儿送到位于武侯区巴黎
阳光小区内的一家名为赛弥尔中心（以下简称赛弥
尔）的托管班内。2月12日那天，女儿说胸口痛，反复
询问后，女儿告诉她，在赛弥尔被老师打了，“说是
用棍棒打的。”李女士和赛弥尔的负责人赵女士取
得联系，并在2月17日带着孩子去往医院检查。

李女士出示的医院检查报告显示，其女儿左侧第8
根肋骨前支近肋软骨处可疑骨折。2月24日，她和丈夫
找到了赵女士，三人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协议表
示，李女士的女儿在赛弥尔受到了不当对待“包括踢打
等”，由赛弥尔退回李女士此前交纳的费用，并赔偿心
理治疗费6000元，并辞退幼儿园的老师。但昨日下午，
赵女士却表示自己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赔偿
协议。而且老师并没有打李女士的女儿。记者也见到了
当事老师，她也否认自己曾踢打过李女士的女儿。

目前，李女士已经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将在4月份开庭审理。昨日下午，武侯区工商局
也来到赛弥尔检查。赛弥尔一方拿出的营业执照显
示，其经营范围并不涉及“托管”，同时也没有在教
育部门获得备案。“赛弥尔涉嫌超范围经营，我们责
令其立即停止营业。”双楠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
相关负责人现场开具了罚单。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巴中一幼儿园老师用图钉扎孩子？
调查称没扎 只是动作粗鲁

3月17日，成都商报接到网友爆料，称巴中巴州
区思韵未来幼儿园一位老师用图钉扎孩子舌头。
爆料人向成都商报记者提供了一段翻拍视频，视频
显示，在一群坐在凳子上的孩子对面，一女教师坐
在凳子上，先后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抱在怀里，过
程中有比划，控制其头部等动作，两个孩子在其怀
中都大声哭闹。

成都商报记者向巴中市巴州区教科体局得到
了证实，该视频已经在巴中当地网络平台传播。巴
州区教科体局一乔姓负责人回复成都商报记者，
16日晚，他们连夜作了进一步调查，证实涉事教师
周某手中未持任何器物，不存在针扎孩子的行为。
但周某有粗鲁拉拽、比划吓唬孩子的动作。幼儿园
负责人和涉事教师已向家长检讨致歉，家长表示
谅解。目前，涉事教师已经暂停工作，并将作进一
步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夫妻因琐事离婚 法院喊停

今年2月，安岳县一名年轻
女子前往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与
丈夫离婚。主审法官李洪婷介
绍，经法院调查，这对夫妇均为

“85后”，结婚后因带小孩等琐事
经常发生纠纷。此前，因为琐事
吵闹打架后，女子还离家外出。
在女子外出务工两年后，便回到
安岳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审理中，法院了解到，这对夫
妻平日里发生纠纷，主要原因在
于双方年轻、脾气大，都坚持自己
的个性。“审理过程中，女方有了
放弃诉讼的意愿，只是男方比较
冷淡。”李洪婷说，为此，法庭认为
双方离婚可能是出于一时冲动。

审理结束后，法院结合正在
开展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制改革试点，决定对这对夫妻发
出“离婚冷静期”通知书。

3个月内不得提出离婚

安岳县法院家事少年审判
庭庭长蒋新儒介绍，自去年开展
试点以来，全省并无“离婚冷静
期”通知书的参考文书。为此，他
经过一天时间仔细推敲格式和
措辞，最终形成“离婚冷静期”通
知书。“通知书中，我用了大段的
文字来劝解这对夫妻，特别是提
到双方的小孩，言辞恳切，希望
这一点能挽回双方的婚姻。”

蒋新儒说，“离婚冷静期”通
知书要求双方在冷静期内应保持
镇静和理智，三思而后行，并限定
双方在3个月内不得向法院或民
政部门提出离婚。“冷静期满前7
日内，双方可根据情况向法院申

请适当延长。冷静期内，若双方已
和好或达成一致意见，也可到法
院签署协议书或申请撤回起诉。”

全省27个法院法庭试点

蒋新儒介绍，去年，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
见》中，有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
定等改革目标的相关要求。四川
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初，全省27个中级人民
法院、基层法院或法庭展开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
为了让离婚案件的效率和效果
更好结合，可以发“离婚冷静期”
通知书的方式，避免一些情绪化
的“鲁莽离婚”。“通知书就是给
双方一个冷静期，让双方在冷静
期内充分考虑离婚对家庭、小孩

和父母的影响。”
“虽然冷静期看起来是一个

新概念，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
其实并不陌生。”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省律协民商委副主
任，资深家事律师张承凤表示，

“离婚进入司法程序后，离还是
不离，法官考量的主要标准就是
夫妻感情是否已经破裂。现实生
活中，第一次起诉判离的可能性
其实不大。等到第二次起诉，离
婚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而法院
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
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
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
理。这意味着，第一次没有判离
到第二次起诉，中间至少需要6
个月。这6个月，事实上也就充当
了冷静期的功能。”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张柄尧

成
都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今日 小雨 8.1℃~15.6℃ 北风1～3级
明日 小雨 10.1℃~15℃ 北风1~3级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
“3D”第2017069期开奖结果：518，
单选 1457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
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

1909 注，单注奖金 173 元。●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7030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26 23 11 20 02 27 14 ，特别
号码：15。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303189元。其
中：复式投注0注，单注奖金0 ，二等奖11注，
单注奖金305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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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
“排列3和排列5”第17069期排列3直
选中奖号码：946，全国中奖注数7670

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94666，全
国中奖注数36注，单注奖金10万元。●电脑体育
彩票“七星彩”第17030期开奖号码：1137897，一
等奖0注；二等奖32注，每注奖金12710元。

““我爱成都我爱成都··天府好家规天府好家规””

耕读传家 重视教育
贺家的奖学金颁发了32年
家族：金堂贺氏家族
家规:爱国家、孝父母、端志趣、重教育、勤耕种、崇
忠信、尚侠义、敬贤良、司礼仪、倡简朴、贵节俭、务
严肃、求果断、守法纪、睦族邻、广仁爱、慎交友、树
公德、求宽厚、戒烟赌
家庭代表：贺杰家庭

要离婚?给你3个月静静
安岳法院发出全省首份公开报道的“离婚冷静期”通知书

资阳市安岳县的一对
“85后”闹离婚，却被法院“叫
停”。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
资阳市安岳县人民法院获
悉，3月8日，针对这对夫妇提
出的离婚诉讼，法院发出“离
婚冷静期”通知书，限定这对
夫妻冷静3个月，期间不得向
对方提出离婚。

据了解，这也是四川省
首份公开报道的“离婚冷静
期”通知书。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初，全省27个中级人民法院、
基层法院或法庭展开家事审
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
点，以发“离婚冷静期”通知
书的方式，避免一些夫妻的
情绪化离婚。

小脚老太太走了
成都第二长寿老人罗齐氏16日辞世

33月的油菜花金黄月的油菜花金黄，，无论天气旱涝都绵延不断的山泉水从青城山下淌无论天气旱涝都绵延不断的山泉水从青城山下淌
来来，，笔直的数排云杉树背后笔直的数排云杉树背后，，有一栋两层小楼有一栋两层小楼，，罗齐氏就在这个地方罗齐氏就在这个地方。。1616日日
上午上午，，罗齐氏老人安详辞世罗齐氏老人安详辞世，，享年享年116116岁岁。。罗齐氏罗齐氏，，成都都江堰安龙镇何家村成都都江堰安龙镇何家村
66组人组人，，是都江堰最长寿的老人是都江堰最长寿的老人，，也是成都市第二长寿老人也是成都市第二长寿老人，，除了勤快和心除了勤快和心
平气和之外平气和之外，，老人的长寿秘诀就是不挑食老人的长寿秘诀就是不挑食。。

数日前留下最后影像

16日上午9点，腿脚有些不便
的罗齐氏老人想要解手，重孙和
重孙媳妇将她抱到厕所安顿好，
回到厨房准备早饭。过了一小会
儿返回时发现老人保持着坐姿，
却没了反应。

“（老人）走得很安详，没遭罪，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罗齐氏
老人的孙媳妇冯女士告诉记者，家
里年轻人都在上班，接到老人去世
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赶了回来。之
前，老太太极少生病，神智也很清
醒，所以对家人来说，老人离世的
消息也很突然。

“身体一直都挺好的。”冯女士
说，去年老人曾经意外摔倒受伤，
额头被磕破，但很快就好了，精神
也一如之前。只是年龄大了，走路

有些不方便。
3月8日一大早，冯女士和丈夫

回老家看老太太，因为匆忙，忘了
买老人最喜欢吃的汤圆。老太太也
不生气，笑眯眯地问孙子：“现在汤
圆好多钱一个哦？”孙子回答说：

“不贵，也就几毛钱。”老太太叹了
口气说：“我没得钱的，不然都喊你
帮我带点回来。”老太太俏皮的一
番话把一家人逗乐了。下午，冯女
士正好又要回老家办事，特意记住
给老太太买了两包汤圆送回家。那
天，天气很好，老太太坐在走廊上
晒太阳，冯女士便让家人用手机拍
了几张和老人的合影，照片上，戴
着黄色帽子、穿着蓝色布兜、膝盖
上裹着大红色的棉袄取暖，老太太
冲着镜头笑得很开心。

没想到，这张照片，成为老人
留在世上最后一张影像。

1901年农历六月十五，罗
齐氏出生在都江堰石羊镇，早
年间嫁到夫家，丈夫姓罗，她姓
齐，随夫姓便被叫作“罗齐氏”，
婚后育有一女一儿，大女儿一
岁多时意外溺亡，罗齐氏25岁
时，同年同月生的丈夫又因病
早逝。罗齐氏悲痛之余却终身
未改嫁，独自一人将儿子拉扯
大，非常辛苦。岁月把她从一个
干农活之余会偷偷松松裹脚布
的小姑娘，磨成了一个踮着小
脚与世无争的老太太。

老人之所以长寿，大概与
她与世无争的性情有关。“比如
说我们家里人有时候拌嘴，她
听到了，也不骂人也不说重话，
不经意地说两句话把两个人的
话题岔开，或者给你找点事做，
就吵不起来了。”冯女士说，老

人一辈子从不与人争执计较，
哪怕是独自拉扯儿子长大，也
从不抱怨。村里大部分的人都
唤老人一声“幺奶”，知道老人
爱吃豆花，谁家磨了豆，都要给

“幺奶”端上一碗。
“基本上我们吃什么，她就

吃什么。”冯女士说，家里没有刻
意为老人准备专门的饭食，偶尔
一次饭菜稍微硬了一些，老太太
也从未嫌弃过半点，饭量比年轻
小辈甚至还好上一些。103岁时，
老人生病到医院检查，“从来没
写过三位数年龄的”医生坚持要
给老人做个全身检查，却发现，
百岁老人的消化功能和70多岁
的功能差不多。除了饭菜不挑，
老太太喜欢吃水果，比如葡萄、
芒果，闲时喜欢含一颗冰糖在
嘴里，等它慢慢融化。戴着黄帽子、穿着蓝布

兜、膝盖上裹着大红棉袄，老
太太冲镜头笑得很开心。

1 不争不怒
老人一辈子从不与人争

执计较，哪怕是独自拉扯儿
子长大，也从不抱怨。

2 从不挑食
“基本上我们（小辈）吃

什么，她就吃什么。”饭量比
年轻小辈甚至还好上一些

3 爱吃水果
老人喜欢吃水果，比如

葡萄、芒果，闲时喜欢含一颗
冰糖在嘴里，等它慢慢融化。

当地百岁以上老人有9名

高寿，在安龙镇并不少见。安
龙镇民政办工作人员陈劲松告诉
记者，除了刚刚辞世的罗齐氏老
人，安龙镇尚有9名百岁以上老
人，90岁至100岁的老人，有99名。

其中107岁的芶华安老人，虽
然年龄过百，视力却很好，戴在左
手手腕的老式手表，他还能清楚
地辨明时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养生之道，主要就是心态比较
好。”陈劲松说，镇上的长寿老人都是
普通农民，常年辛劳，但是老人们的心
态平和，凡事都能看得开。同时，安龙
镇毗邻青城山，环境清幽，加上安
龙镇是个盆景小镇，生活在这样的
环境中，自然身心愉悦，不易生病。

长寿秘诀

长寿之乡
成都最长寿老人 已近117岁

双流区胜利镇云华村9组，生
活着成都市目前最长寿的老人
——年近117岁的朱郑氏老人。
1900年8月2日，这是朱郑氏身份
证上的出生日期。但老人仍然精
神矍铄，在110岁前后，还坚持割
猪草、打扫院坝，空闲时在院子
里转圈、甩手甩脚地锻炼身体。

老人饮食清淡，红薯稀饭、
鸡蛋常常就是一顿早饭，其余时
间和小辈们吃得差不多。“从来
没见生过气”，大概是老人的长
寿秘籍之一。老人常常劝后辈，
不要在意得失，不要伤了和气。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张士博 王效

朱郑氏老人已近117岁，
仍精神矍铄，110岁前后，还
割猪草、打扫院坝，锻炼身体。

年近117岁的朱郑氏老人
可独立用助步器行走

116岁的罗齐氏留下的最后影像

116116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