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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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6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

码：374。排列5中奖号码：37461。
●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18007期
开奖号码：1046944。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3D”第2018016期
开奖结果：40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
色球”第2018007期开奖结果：红色
球号码：13、14、20、25、27、31，蓝色
球号码：12。（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
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警方：容貌变化太大，最好及时更换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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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与身份证照片差别太大容貌与身份证照片差别太大，，她安检遇难题错过飞机她安检遇难题错过飞机

事实上，张女士的情况并不
是个案。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小
刘就多次遭遇相貌尴尬。小刘是
河北人，在成都上大学，由于高中
时长得较胖后来减肥，加上化妆、
换发型等原因，相貌也跟身份证
上出现了不小的差异。因为屡遭
机场安检人员提醒，她还晒出了
前后的对比照。“从2013年开始上
大学，一年会遇到四五次，再加上
每年都会旅游什么的，估计到现
在有20多次了，每次安检的时候，
工作人员都要核好多次，提醒最
好更换身份证。”小刘介绍。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
更换身份证。”双流机场候机楼派
出所副所长牟伦文介绍，现在人
们都爱美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如
果容貌相差太大确实会出现麻
烦，“如果轻微的变化还好办，但
是差别大了警方也很难确认，即

便你能背出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现在还是经常会遇到这种

情况，但是派出所开证明，也主要
是针对身份证遗失或者过期的情
况，对于像张女士这种有身份证
且并未过期的，确实不好办。”牟
伦文说。牟伦文建议，这种情况，
最好及时到户籍所在地重新办理
新的身份证。

“如果容貌仅仅是轻微差异，
识别系统都是可以识别的，工作
人员也能人工识别，但是如果相
差太大，就没有办法了，无法确定
是同一个人。”机场相关负责人也
称，目前，作为西南地区重要航空
枢纽的双流机场，在安检上本身
就一直很严格，对张女士这种情
况也只能按规办事，需要为航空
安全着想。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图据受访者

整过容化了妆
咋证明是本人

尴尬

14日下午，在过机场安检时，张女
士遭遇了一场尴尬。因为与身份证头像
长得“不像”，她被机场安检人员拦了下
来，且最终错过了飞机。“我拿我自己的
身份证还不能过了？”张女士很是不解。

张女士介绍，因为工作原因，其购
买了当日下午2时55分由成都前往上海
的航班，航班号为HO1098。按照登机时
间，张女士提前来到安检口，准备安检
候机。就在此过程中，她被当时的安检
员拦了下来，原因是现场的人脸识别系
统无法识别她的面部。“我说我打了下
巴，她就大声说‘这有个整容的，过来看
下’。“张女士称，因为现场还排了不少
其他的人，场面一度让自己极为尴尬，

“等于我没得隐私权，面子不要了？”
安检员最终拒绝了让其通过，提

出需要到派出所开具个人身份证明，
否则无法上飞机。

面对这样的结果，张女士很气愤，
“我全国坐飞机，出国过海关，从来没
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拿我自己的
身份证还不能过了？因为她说机器识
别不了我，但是人工是拿来干嘛的
呢？”此后，张女士又提出是否可以改
签机票，但依然遭到了拒绝，“他们说
拿这个身份证就无法上飞机。”

既然安检员坚持不让自己通
过，张女士只好听从对方建议，向候
机楼内的派出所民警救助，希望能
够开具个人身份证明。不过，这条路
还是没能走通。

“让警察开证明的时候，警察说就
算开了证明，也还是和身份证一样的，
安检也不会放人。”张女士介绍，“一边
说要开证明，一边又不给开，一下午来
回跑了很多趟。”张女士称，期间她还
一度险些与安检人员发生冲突，“就一
句话，你不像身份证（上的人）”。

张女士介绍，过程中她还向机场
管理部门拨打了多次投诉电话，还报
了警，但得到的回答均是“按规定办
事”。为了证明自己与身份证上是同
一个人，张女士还向派出所核实了自
己的所有信息，包括其家人发来的户
口本，在哪里泡过温泉、在哪里玩过，
以及一系列的飞行信息等，“最后派
出所领导说亲自带我去安检，但机票
已经作废了。”

从到机场安检到最后离开机场，
张女士来回沟通了足足4个小时，直
到当日下午6时许才离开。而当时，飞
机早已起飞，其1190元的机票最终只
能作废。

本人现在的相貌与身份证
照片是否真的有差别呢？张女
士自述，“因为化了妆，肯定还
是有差别的。”同时，她表示自
己在四年前打过下巴。加上身
份证是2009年办理的，“说实
话，肯定跟现在不像。”

张女士介绍，因为相貌差
别，此前也曾遭遇过“险情”，曾
在上海过海关以及在海南坐飞
机时遭遇过小尴尬，“但是给人
家解释后，还有别人通过看特
征和背身份证号码等方式，最
后都过去了。”而对于此次没能
过安检，张女士则表示很不理
解。况且，之前坐了很多趟飞
机，都成功安检。“他们就该弄
个化了妆也能识别的机器。觉
得脸不像，可以弄指纹嘛。”

最终，张女士放弃了飞机
出行，于15日选择坐火车前往
上海。张女士说，“坐高铁的时
候，人家也是人脸识别就过了
啊。而机场说不像就不能坐飞
机，也没核实信息，他们也太草
率了。”张女士称，对于对方的
解释并不满意。

结果 自述

去年7月，此前在美国旅行时认识
的朋友杨武灵打来电话，约徐光荣一
起去南极洲旅游，时间初定去年11月
份。“七大洲中，我只有南极洲没去过
了。”徐光荣当即同意。

随后，杨武灵在网上报名，参加北京
某旅行社组的团，旅行社表示两人都可
前去南极洲。徐光荣却在去年9月初接到
了旅行社的电话：他年龄太大，旅途中的
船务公司不愿接单，希望他放弃此次旅
行。“旅行社说退还我全部费用。”但徐光
荣坚持前往，并称自己和旅行社签订了
合同，也提交了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符
合条件。此后两个月，双方一直就此事协
商。直到去年10月底，经他的大儿子与旅
行社协调，旅行社才同意。

“为此，我在出发前还在旅行社签
了免责书，就是旅行中如因身体和疾
病原因出现意外，责任自负，旅行社不
承担责任。”但出行前，徐光荣却突然
感冒了，直到去年11月9日飞赴北京准
备随团出发时仍未痊愈。在北京，他还
在大儿子家睡了两天。

去年11月12日出团时，徐光荣的
大儿子送他去机场途中还劝他放弃，
但他坚持要去。“和旅行团汇合时，我
还稳住不咳嗽，免得被他们发现了，又
不让我去。”徐光荣说。

徐光荣的妻子刘惠君及同行好友
杨武灵也证实了免责书的内容。“出发
前他还在感冒，家里人都劝他不要去，
但他坚持要去圆梦，我们也只有支持
他。”刘惠君说。

去年11月12日出发后，经美国达
拉斯中转，徐光荣随团先到了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歇了一夜，一
行人又乘飞机到了火地岛，在南美洲
最南端的乌斯怀亚玩了一天。此后，
根据旅行团的安排，他们和其他6个
旅行团共186人登上了去南极洲的

“海钻石号”邮轮。“船上还有鸟类、冰
川、地理等方面的专家，途中向大家

咋办？
警方：及时更换身份证

八旬内江老人 签“生死状”闯南极
“终于圆梦了，七大洲都去过了，此生无憾。”1月15

日，80岁的内江退休教师徐光荣在照看茶楼的同时，
不时翻看自己不久前去南极洲旅游时的照片。原来，在
此次前去南极洲旅游前，儿时便有周游世界梦想的徐
光荣在过去15年间，足迹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大洋
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等六大洲的四五十个国家，七大洲
只剩南极洲没去过。为圆自己走遍七大洲的梦想，此次
他和此前旅行中认识的朋友组团闯南极，徐光荣在临
行前还和旅行社签下“生死状”：如因身体或疾病原因
出现意外，责任自负。

“每年约5000人，中国是目前
南极旅游市场的主力军，南极洲
的确越来越火了。”四川省旅游
协会会长杨世骏向成都商报记者
介绍，如果把这个范围缩小到四
川省，大概是四川每年约200～
300人，其中成都约100～200人。

但是，“但南极旅游只能算
特殊产品，因地理位置特殊、观
赏价值特殊、定价偏中高端等，
所以能去的人大多数是摄影爱
好者和户外探险爱好者。内江那

位八旬老人能去，说明他身体好、
理念好，也说明了现在的旅游保
障还是做得不错。”杨世骏说

每年的11月中旬至次年2月，
是南极的夏季，也是该地区的旅游
旺季。在携程上，以“南极”为关键
词，可以预订近百条产品，有极地探
索、冰川巡游、摄影巡游等众多特
色产品，天数从12日到37天不等，
价格最低7万元、最高近30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王拓

图据受访者

介绍南极洲的风光。”徐光荣说，
穿越“魔鬼海峡”德雷克海峡时，
天气还算好，但也多次遇到数米
高的海浪，仅穿越德雷克海峡，
便耗费36个小时。

67岁的杨武灵说，乘坐邮轮
出发的第一天，包括他在内的不
少游客都有些晕船，但徐光荣却
精神很好，从未晕船。

“之后几天，天公作美，专家
们都说我们运气好，我们登上了5
个岛去参观，看到了几百米高的
冰川和美景，还去了中国长城科

考站。”徐光荣说。途中，他们也遇
到了冰川封锁，邮轮只能反复撞
击和切割冰山，一两小时才通过。

“确实很冷，但我穿了三件羽绒
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上岛就
四处活动，看风景，拍照，都忘了
寒冷。”每次上岛，旅行团领队都
会在沿途插上红旗，要求旅客只
能沿着红旗前进，因为若掉进冰
缝，后果不堪设想。去年11月26
日，徐光荣随团返回北京。“半个
月的南极之旅，圆了我走遍七大
洲的梦想。”徐光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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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了 签下“生死状”

防寒 三件羽绒服

圆梦 游遍七大洲

回到国内后，徐光荣又马不停
蹄去了杭州，游玩一阵后，才于不
久前回到内江。“最近10多年，我都
喜欢旅游，但老伴身体不好，几乎
都是我一个人出去。”自28年前从
教师岗位上退休后，徐光荣做过生
意，如今和老伴一起照看着儿子在
内江城区开的一家大型茶楼。

“小时候，我就问过妈妈‘走
到天边要走多久’，但妈妈却告诉
我走不拢。”谈及为何喜欢旅游，
徐光荣说，读书后，他知道地球是
圆的，便有了周游世界的梦想。然
而，由于时间和财力有限，他在上
班期间除了偶尔在国内旅游，并
无出国旅游的机会。“退休了做生
意，然后又帮两个儿子带小孩，也

一直没有机会。这10多年旅游，至
少花了50万元，我自己有些积蓄，
两个儿子也支持了不少。”

直到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去了一趟大洋洲。“那次儿
子所在公司奖励员工，让他们去
大洋洲旅游。”徐光荣说，但儿子
把机会让给了他，他去了大洋洲
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略了悉
尼歌剧院的魅力，也看到了澳大
利亚黄金海岸的自然风光。“自那
以后，我便迷上了旅行。”

此后，他几乎每年都会花不少
时间去旅游。“到现在，国内的大部
分省市都去过了，国外也去了至少
四五十个国家，加上这次去南极
洲，七大洲都去过了。”徐光荣说。

四川每年约两三百人赴南极旅游

张女士近照（右）与身份证照片的对比

张女士在机场安检柜台前

去年11月，徐光荣在南极洲登岛后留影

““说我长得不像说我长得不像，，让我去开证明让我去开证明，，然后派出所那边又说你有身份证然后派出所那边又说你有身份证，，就用身份证过就用身份证过（（安安
检检）。”）。”来回跑了好多趟来回跑了好多趟，，张女士最终还是没能登上飞机张女士最终还是没能登上飞机，，一张价值一张价值11901190元的机票元的机票，，也只能作也只能作
废废。。1414日日，，成都成都2828岁的张女士在成都双流机场准备乘坐当日下午岁的张女士在成都双流机场准备乘坐当日下午22时时5555分前往上海的航班分前往上海的航班，，
但在过安检时却遭到了拒绝但在过安检时却遭到了拒绝———因为化妆和整容—因为化妆和整容，，导致其容貌与身份证头像差距太大导致其容貌与身份证头像差距太大。。

对此对此，，机场及警方均称机场及警方均称，，由于容貌差距大由于容貌差距大，，无法确定两者为同一人无法确定两者为同一人。。警方建议警方建议，，如今爱美如今爱美
的人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的容貌也出现了变化不少人的容貌也出现了变化，，如果差距太大如果差距太大，，建议在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建议在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重新更换身份证重新更换身份证，，以免遭遇尴尬以免遭遇尴尬。。

跟身份证照片“不像”
过机场安检遭拒

沟通4小时错过飞机
1190元机票作废

化了妆打过下巴
曾几次险被拦下

1月3日，时隔三年，老人蓝少先再
次回到某药业公司，从事垃圾分拣，这
个工作比以前的绿化工作更辛苦，待
遇更低，可是因为年纪大了，他找不到
更好的工作。“工作50多年了，耍着不
习惯。”蓝少先说，在过去三年他先后
给女儿儿子不少钱，用于买车买房，即
便到了现在，每个月1700元的社保卡
都交给儿子，供孙女读书；月薪只有
1500元的女儿每天回家吃饭。

老人分拣垃圾，被网友拍下视频
传到网上，网友直呼“心酸的啃老”，老
人不以为然，“我们每个月钱花不完，
不给他们给谁？”

父亲：
不给他们给谁？

1月16日，置身一堆垃圾中，68岁
的老人蓝少先手脚麻利地工作。蓝少
先说，他的工作是将某药业企业的垃
圾进行分拣，月薪2600元。此前，他在
这个企业干了12年的绿化工作，因为
年纪太大而被辞退。今年1月3日，他被
返聘重新回到这里，当垃圾分拣工。

每天早上8点来上班，中午骑近20
分钟自行车回到家里吃午饭，下午2点
开始上班，一直下午5点半，这就是他
一天的安排。如此辛劳，领到工资，他
每个月却只留几百元，其余都交给老
伴用于打理家里。家里有一个离异的
女儿，每天要回家吃饭，仅有周末偶尔
买点菜回家，对此，他却并无怨言，“一
个女孩子，能在家里吃多少？我们自己
有钱，需要啥子他妈会买。”

给儿女钱，在他看来都是应该的。
2015年，离异的女儿要买房，要钱，他给
了12万，女儿付了全款买房；2016年，儿
子购买大巴车，他又给了10万。

“这些钱都是干了50年存的，现在
我们钱多，也花不完，不给他们给谁
呢？”蓝少先说，他每个月1700元的社
保卡都放在儿子那里，专供孙女读高中
的学杂费，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喝半
斤酒，一个月四五百元的花费，足矣。

蓝少先说，他计划干到70岁。“我
不干了子女也不会有意见，只是没有
多余的钱给他们了。”

儿子：
他干习惯了，闲不住

女儿蓝晓晓（化名）今年46岁，八
年前离异后回到父母家里住，2015年，
她向父母和亲友借了钱，买了一套房
子。

“当时家里商量的，如果父母同
意借钱我就买，不同意借我就不买。”
1月16日，蓝晓晓对成都商报记者说。

目前，她在某个电子厂做保洁，扣
掉社保月收入1500元，这些钱她基本
不取，全部存了起来，加上其他收入，
她每个月稳定存入2000元。

“我想还要装房子，所以不敢乱
花钱。”蓝晓晓说，现在每天回家吃
饭，去年6月开始装修房子，花费了6
万元，其中父母支持了1万元。对于父
母“借”的钱，她表示是要还的，前提
是要找到男朋友，大家一起还。“我不
还弟弟有意见。”

下午5点，成都商报记者致电蓝少
先的儿子蓝国强（化名），他正忙着发
车出去，他说，父亲的确给了10万元给
他买大巴车，社保卡也在他手上，主要
是为了支付女儿读私立学校每年2万
元的花费。

对于啃老一说，他予以否认，“父亲
分拣垃圾我是知道的，父亲身体一直很
好，他干习惯了，闲不住。”蓝国强说，自
己离异，一个人带着女儿，每个月收入
四五千，工资不高，支出也比较多。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王勤 摄
影报道

六旬老人分拣垃圾供儿
女买房买车？儿子：

不是我们啃老
是父亲闲不住

蓝少先在厂里进行垃圾分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