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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尾号
限行 3 8
成都 今/阴 16.6℃-25℃

北风1-2级
明/多云16℃-28.8℃
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7136期排
列3直选中奖号码：

510，全国中奖注数2198注，单注
奖金 104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51022，全国中奖注数21注，单注
奖金10万元。●电脑体育彩票“七
星彩”第 17059 期开奖号码：
9825255，一等奖0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36 期 开 奖 结
果：888，单选2407注，

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
注奖金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
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7059期
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15、25、
09、19、08、04，蓝色球号码：09。一
等奖26注，单注奖金5191242元。
二等奖222注，单注奖金27997元。
滚入下期奖池资金586532102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今年5月，拿到昆明市中院的终
审判决后，云南女子李梅终于长吁
了一口气。原来，2013年10月21日，
李梅和前夫陈勇离婚，次年6月，李
梅被前夫的债权人推上被告席，要
求李梅为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陈勇以个人名义所借的250万元债
务担责。最终，昆明市中院一锤定
音，本案涉及债务属刘勇个人债务，
李梅无需担责。

飞来巨债

直到和前夫离婚半年多后，李梅
才得知，自己可能要为两笔合计250
万元的债务承担责任。

2012年12月22日和2013年2月5
日，陈勇被指向杜某分两次借款250
万元。2013年12月5日，也就是李梅、
陈勇二人离婚一个多月后，杜某将该
债权转让给了刘某，陈勇在该债权转
让协议上签了字。2014年6月，取得债

权的刘某将陈勇、李梅二人作为共同
被告，诉至法院。

和不少夫妻共债案件一样，李梅
表示，直至案发之前，她对前夫借债
一事一无所知，“突然之间，就飞来这
样一笔数额惊人的债务！”她说。

2014年12月，昆明市盘龙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李梅要为前夫此前以
个人名义所负之债承担责任，理由为
陈勇借债发生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所
负之债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夫妻双
方互负连带清偿责任。

不懈坚持

一审判决中，盘龙区法院只认
定了两次借债中通过银行转账的
175万元，对于原告声称通过现金
交付的75万元则未予认可。对这一
判决结果，原被告均不服，双双提

起上诉。昆明市中院裁定，将案件
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2016年6月，盘龙区法院再次作
出判决。让李梅深感诧异的是，法院
不仅继续判决她要为前夫所借之债
担责，此前曾被盘龙区法院不予认可
的75万元通过现金交付的债务，也被
法院确认。至此，李梅要连带承担的
夫妻共债剧增至250万元。

之前，李梅在禄劝、富民等地工
作。因工作原因到了昆明后，由于夫
妻关系不和，夫妻俩分居，陈勇住在
主城区，她和女儿在呈贡新区租房居
住。“我们二人分居已有十多年，银行
卡明细显示，前夫所借之债，没有一
分钱流入我的账户。况且两笔巨额债
务的借债时间仅间隔44天，在这期
间，家庭无任何单笔1000元以上的消
费。如果这样的债务都要由我共同承
担，我只能说，因为一次婚姻，整个人
生都将万劫不复。”

因对盘龙区法院判决不服，李梅
再次上诉。

终得解脱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2017年，李梅
介绍，自从陷入夫妻共债的泥潭后，
整个人变得极为焦虑。“想到压在头
顶的大额债务，我整宿睡不着。”

二审中，为进一步证明前夫所借
之债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李梅向
法庭提交了个人工作经历证明、年度
工作考核情况等相关证据，以此证明
自己有独立经济能力，无对外大额举
债的必要。同时，李梅还申请找了两
名证人出庭作证。庭上，证人证实，从
2001年起，李梅、陈勇二人便没有在
一起居住。陈勇、李梅二人的孩子，均
由李梅抚养，陈勇从未付过抚养费。
证人的证言，也得到了当日出庭的陈
勇本人认可。

今年5月，昆明市中院作出终审判

决：李梅不用为前夫所负之债担责。
判决书中，法院表示，《婚姻法》

司法解释（二）第24条将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一方所借之债一律推定为共
同债务，主要是考虑到在现实生活
中，存在夫妻双方合谋以离婚为手
段，将共同财产分配给一方，而将共
同债务分配给另一方，以此逃避债
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但夫
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对外举债，同时也存在对其配
偶造成损害的情形。故如果举债人
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
任。本案中，李梅、陈勇二人长期分
居，结合案涉借款在进入陈勇银行
账户后，大部分系用以支付至案外
人施某账户，剩余项目亦不能证明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李梅对该债
务不承担还款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坚持3年 她成功摆脱上百万夫妻共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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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版“马背上的摇篮”60个娃娃11个昼夜辗转千里来蓉

谢晋导演曾执导过一部老电影叫《啊！摇篮》，讲的是当年红军用马匹护送延
安保育院的孩子冲破艰险、安全撤退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就曾发生在成都：玉
泉幼儿园的前身是“山西晋绥边区第一托儿所”，“当时，托儿所设在窑洞里，条件
艰苦，娃娃们都是在石桌、石凳上耍的。”于老师介绍。

因为部队转移需要，1950年春在战士们的护送下，托儿所集体迁移至成都。
从山西临汾至四川成都，上千公里的迁移历程可谓异常艰难，一匹马左右驮着两
个筐作为摇篮，一个筐里装2个娃娃，由保育员护送。玉泉幼儿园老校医李发青回
忆，这是一次艰险的历程，保育员背上背着被包，双手还抱着幼儿，一方面要防止
敌人袭击，时常带孩子进山沟野林里躲避，另一方面还要照顾孩子们的衣食住
行。历经11个昼夜的颠簸，60个娃娃和30多个教职员工终于安全抵达了成都，“没
有一个孩子和教职工伤亡，这在当时那种极端条件下，真是个奇迹！”成都玉泉街
62号的一所8000多平方米的住宅作为保育院院址，托儿所终于安了家，并正式改
名为“四川育才保育院”。

老校医手写万字园史 昔日“红木小楼”变成高大楼房

1958年入职玉泉幼儿园的老校医李发青经历了幼儿园刚刚到成都建立发展
的那段时光。他因为文笔较好，手写了近万字的《育才幼儿园（注：玉泉幼儿园曾
用名）园史》，回顾了那段历史，“有些孩子的家长平时在外驻军很难见到孩子，就
一封信一封信给我们这里寄，表达他们对我们的感激和对娃儿的思念之情。”

有不少母亲刚生下孩子四十五天，产假期满就将婴儿送进保育院，自己便奔
赴外地工作，等自己能回来看望自己孩子时，孩子已满两三岁了，常常是母子互不相
识。写信成了家长与孩子们联络感情的唯一办法，代孩子给家长回信的工作自然落
在了各班老师的肩上。

“我们从山西到成都，这一待就是67年，直到今年，我们都还在原校址。”李发
青介绍，从前幼儿园的红木小楼，如今已成为高大的楼房。一座“马背上摇篮”的
雕塑至今仍在园区内，伴随着孩子们嬉戏成长。

数百张照片凝结几代人回忆“希望大家回来看看”

在校史资料室内，成都商报记者看到了玉泉幼儿园数百张记录园
区发展历史的老照片，这也像是记录着中国幼儿园的一面镜子：上世纪60
年代扎麻花辫、满脸青涩的老师、70年代滚铁环的小不点、80年代穿“的确
良”格子裙的小姑娘、90年代在泳池嬉戏的孩子、2000年后玩过家家的“小
大人”……曾经的育才幼儿园，也先后改名为“东方红幼儿园”和“玉泉幼
儿园”。

但让校方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当时的照片和老物件已经找不
到了。“特别是以前在窑洞和刚刚来到成都扎根时的老照片，我们都希望能够寻
找到。我们还希望向全社会征集反映幼儿园重要历史活动；反映幼儿园建筑、校
容校貌的变化；反映各时期师生工作、学习、文体活动、特色活动等；有特色或历
史价值的集体活动照片、毕业生合影、毕业证书等老照片、老物件。”

于老师表示，玉泉幼儿园凝结了几代人的生活回忆，“有的学生是自己在
这里入托，他们的子女也在这里入托，现在他们的孙子辈还是在这里入托。我
们希望老校友今年9月下旬校庆时，能再次回到玉泉街62号来看看。”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摄影 王效 翻拍

移动测速＋区间测速
成德南高速严治“超哥”

端午小长假即将来临，各条高速
将迎来车流聚集，而超速、超载、违法
占用应急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容易
引发交通事故。针对这一违法现象，
从昨日起，成德南高速交警一大队将
持续开展车辆超速的整治行动，同时
将运用区间测速和移动测速相结合
的方式，加大整治力度，让“超哥”们
规范行车。

在昨日上午的整治中，通过现
场移动测速共查处超速车辆约 50
台。据了解，涉嫌超速的驾驶员都将
被高速交警录入违法系统，根据不
同的超速行为，高速交警将进行不
同程度的处罚。

王文茂介绍，2016年成德南高速
公路辖区发生事故 900 余起，事故原
因多为超速、超载、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等。针对以上情况，高速交警在巴中往
成都方向 67～90 公里处设置了区间
测速，限速 120 公里/小时，云顶山一
号和二号两条隧道双向车道均设置有
雷达测速，限速80公里/小时，除此以
外，路面还有两台移动雷达测速。

高速交警表示，为预防事故，减少
事故发生类似的专项整治还将长期持
续下去。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玉泉幼儿园数十年来的老照
片，照片里的小娃娃或许已成为另
一个小娃娃的爷爷奶奶了。

看看照片里的“儿童们”，
有年少时的你吗？

“照片里的小娃娃或许已成为另一个小娃娃的爷爷
奶奶了。”小心翼翼地从校史办公室拿出几十年前的老照
片，成都玉泉幼儿园办公室主任于老师感慨。

作为成都历史最悠久幼儿园之一，1947年成立的四川
省直属机关玉泉幼儿园将迎来70周年庆，校方正面向社会
各界征集反映幼儿园发展历史的老照片、手稿和老物件。

玉泉幼儿园公开征集老照片、老物件

专家开会聚焦
“何天佐传统中医药正骨疗法”

23日下午，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何天佐传统中医药正
骨疗法”传承保护专题研讨会在八一
骨科医院举行。

源自四川何氏骨科流派的“何天
佐传统中医药正骨疗法”，于2011年6
月被列入第三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据悉，从2011年至
今，何天佐培养主要传承人10名，主要
传承人再培养后备传承人25人。此外，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举办的

“四川何氏骨科流派兴趣班”已培养
在校生四期共80余人次。近5年来，八
一骨科医院在福建、湖南、海南等地建
立了4个传承工作站。据介绍，工作站
以何氏骨科技术为主，广泛使用何氏
骨科特色中药制剂，“何天佐传统中医
药正骨疗法”也被列入了当地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与会的30余位专家就“何天佐传
统中医药正骨疗法”内涵及其保护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四川何氏
骨科流派史实研究的关系、怎样进一
步保护传承“何天佐传统中医药正骨
疗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四川大学教
授李锦提出，在医院快速扩张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非遗项目核心价值的传
承。”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刘志荣认为，
四川何氏骨科流派的传承由个人转为
群体、家族转为社会，“走出了一条新
路。”不过，他也表示，传承的同时应当
不忘其中优秀的人文精神。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医学术流派传承推广基地
办公室副主任贺振泉向记者表示，这
样的活动在中医流派中是第一次举
办，“非常有示范意义。”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促进并加
强“何天佐传统中医药正骨疗法”的保
护与传承，八一骨科医院拟在成都郫
都区投资创建“四川何氏骨科流派传
承推广基地”。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