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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
第2018104期开奖结果：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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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期排列3中奖号码：
767；排列5中奖号码：76746。●“超级

大乐透”电脑体育彩票18045期开奖结果：02
05 20 30 35+05 09。

兑彩票

44月月2020日上午日上午99时许时许，，温江区一位温江区一位7676岁的老人肺心病突然岁的老人肺心病突然
发作发作，，戴着呼吸机依然呼吸困难戴着呼吸机依然呼吸困难、、寸步难移寸步难移，，家人随后拨通家人随后拨通120120。。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出诊接人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出诊接人，，医护们到达现场医护们到达现场
后后，，发现患者坐卧不得发现患者坐卧不得，，一位医生就把他背到救护车上一位医生就把他背到救护车上。。回医院回医院
的路上的路上，，这位医生保持半蹲姿势这位医生保持半蹲姿势，，让患者紧靠在自己背上让患者紧靠在自己背上，，做了做了
一个一个““人形支架人形支架”，”，长达长达2020多分钟多分钟。。

肺心病老人无法坐下
出诊医生当了20分钟“人形支架”

4月20日上午10时01分，温江区人民
医院接到120总台电话，要求立即出诊区
内某小区救治一名肺心病发作的病人。

10时07分，医生肖满厚和护士随120
救护车抵达现场，发现这是一位76岁的
大爷，家住二楼，只有老伴在一旁。当时，
病人正坐在床上，满脸痛苦状，吸着氧。

肖满厚初步判断，大爷是肺心病发
作，需要立即送到医院治疗。但他走不了
路，又没有电梯，肖满厚二话不说，背起大
爷就下楼，快速送到救护车上。

在车里，新的情况又发生了。肖满厚
和护士安置患者躺在车载病床上，但大爷
说一坐下就觉得很难受，喘不上气来。试了
好几次，大爷都没办法躺下。“当时就觉得，
只能站着，但要给他找个合适的体位。”肖
满厚回忆说，救护车里没有合适的位置，车
一摇晃，对于老人来说很危险。没有办法，
肖满厚让大爷靠在自己背上，左手扶住自
己肩膀，自己则半蹲着，一只手抓住病床一

端，另一只手则用力抓住前排座椅。
因为大爷身高约有170厘米，体重也

有120斤左右，救护车高度不足以让他舒
适地站立，肖满厚就让他尽量往自己身上
靠，后背承受了老人大部分体重。“趴在我
背上，这样他比较省力，不会晃动起来产
生危险。”

肖满厚说，大爷家离医院并不远，平时
也就10分钟车程，但是其身体条件不允许开
太快，所以他维持这样的姿势有20多分钟。
遇上堵车，肖满厚的同事才拿出手机，拍下
了这一幕。

直到将大爷安全送到医院，和接诊的
医生交代了患者出诊情况，肖满厚才反应
过来，自己已经全身僵硬，四肢都在发抖。
肖满厚说，这样的特殊情况，在出诊中经
常遇到，不算是什么大事。

刚把患者送到科室，马上又接到了新
的120急救通知，儿科有一个小朋友需要
出诊，肖满厚和同事又坐上了救护车。

当了20分钟人形支架 四肢都在发抖

“患者姓李，已经脱离危险了，现在在
ICU观察。”温江区人民医院一名值班医生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下午6点，ICU病房外家属陪护区，李
大爷的老伴陶婆婆一直守候在这里。ICU
家属探视的时候，亲人们也赶了过来。

李大爷十几年前得了气管炎，然后是
肺气肿，大概两年前发展为肺心病，平时
靠呼吸机缓解症状。肺心病临床症状表现
为长期咳嗽、咳痰及不同程度的呼吸困
难，活动后症状会加重，以至于每天都需
要用呼吸机，感到劳累立即吸氧。

“他这个是老毛病，慢性的，没想到一

下这么恼火。”陶婆婆说，两天前，李大爷
曾感到呼吸困难加剧，随后靠着呼吸机缓
了过来，大家便没有在意。20日上午9点，
李大爷呼吸困难的症状进一步加剧，“难
受得很，动不得，说不出话。”此时只有陶
婆婆陪在家里，她立即拨通了120。

救护车上，李大爷趴在肖满厚医生身
上，陶婆婆就坐在对面。陶婆婆告诉记者，一
路上肖医生背了李大爷20多分钟，全程都没
有动过。“老头身上背着氧气，动了怕磨破，
医生太辛苦了。”陶婆婆说，没想到医生会这
么用心，她和家人都很感动，“感谢医生！”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于遵素（医院供图）

这所中学将箱庭园艺纳入心理辅导课

每当我们置身于大自然中，总能够获得身心舒
展，那些来自自然界的植物、动物、风雨、日光等感
官体验，让我们消除心中的不安与急躁。其实，这就
是来自大自然的能量，而由此进行的心理治疗活
动，便称为“园艺疗法”。

近日，在成都市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成果推
广会上，树德中学展示了其以园艺疗法为基础的系
列心理辅导课，包括箱庭园艺、“草头娃娃”微园艺制
作、押花曼陀罗等。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箱
庭园艺心理辅导课上，同学们通过园艺操作来让泥
土、植物、摆件等物品替自己“说话”，表达内心的真
实想法，从而激发潜意识中的自我复原力，以达到促
进身心健康和人格完善的目的。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4月20日（周五）晚上8点，四川大学望
江校区体育馆旁的英语角里人潮涌动。85
岁的陈汉襄照例坐在旗帜下方，等待大朋
友、小朋友前来，和他用英语对话。英语角
里藏龙卧虎，陈汉襄远不是口语最好的，
也算不上听力最好的，但一定是最努力的
——每周五，陈汉襄只身从眉山青神县坐
大巴来川大，只为参加英语角锻炼口语，
14年风雨无阻。

陈汉襄自学英语的传奇，也在英语角
里流传开来，从儿童到青年都成为他的朋
友。乘坐近2小时大巴车，住在不到5平米
的出租屋里，却是陈汉襄每周最快乐的日
子，“英语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这里每个
人都是我的朋友。中国有句老话，活到老
学到老。”

持续14年
每周从眉山坐车到川大
参加周五英语角练口语

从2004年开始的每周五，陈汉襄都会
从眉山来到成都，专门到川大的英语角学
习英语。每周五下午2点50分，他从眉山青
神县出发，乘坐大巴车经1小时50分到达
成都新南门车站，再坐公交车到四川大
学。收拾好吃完饭，晚上7点左右，陈汉襄
就准时出现在英语角。

4月20日晚上8点，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体育馆前，人群拥挤，两三成团，每周一次
的英语角开始了。如今已经85岁的陈汉襄
坐在旗帜下方，站着说英语，腿脚会支撑
不住。他渐渐习惯坐在这里，等着新朋友、
老朋友来说说话。

年岁越来越大，必须要凑在陈汉襄左
耳前大声说，他才能听到。“How old are
you？”（您多大了？）一个小女孩主动跟陈
汉襄聊天。“I am too old to forget my
ages。”（我已经忘了。）陈汉襄笑着摇摇头。

快9点了，突然而来的一个人拍了拍
陈汉襄的肩膀，他回过头来，看到了小周，
不禁大喜。2008年，陈汉襄在英语角认识
了小周，“那会儿他还是学生，现在都工作
了。”小周还记得，当时70多岁的陈汉襄，
在英语角非常显眼，就忍不住跟他搭讪。

“对于大学生来说，每周过来英语角都很
难，从眉山青神县赶来的陈老肯定更不容
易。作为十年老友，看到他心态还是这么
乐观积极，真的很难得。”

隔了一会儿，10岁的小蒋也凑上去跟
陈汉襄英语对话。从去年夏天开始，蒋妈
妈都会带儿子来川大英语角练习口语，在
英语角近百人中，小蒋最喜欢跟陈汉襄聊
天。蒋妈妈明显感觉到儿子来英语角后的

变化，“口语、听力进步都很大，从最初听
懂两三成到现在能听懂八九成。”小蒋喜
欢跟陈爷爷聊天的原因，是觉得“陈爷爷
有时候会教我语法。”对于陈汉襄高龄学
英语的事，蒋妈妈又佩服又感动，“去年冬
天很冷的时候，他都坚持来练口语，我们
脚都站麻了，确实很不容易。对于小朋友
而言，这更像是一个学习榜样。”

直到晚上10点英语角人群散去，陈汉
襄才回到临时住处。多年来，他已经习惯
了在35元一晚的家庭旅馆凑合一下，第二
天就坐车回眉山。不到5平米的房间里，只
能放下一张1.2米的床和一个小桌子。

在英语角的几小时，在5平米房间里的一
晚，就是陈汉襄口中“每周最快乐的日子”。

退休自学
最初只记得ABCD
从难到易倒起学英语

事实上，陈汉襄接触英语的时间，不
只是每周五。每天，陈汉襄都会翻翻家里
的英语课本，他是十足的“英语迷”。“我不
会打牌也不会钓鱼，对上网微信也不太上
手，没有其他爱好。”

上世纪80年代，陈汉襄从眉山青神县
汉阳供销社退休。“年轻的时候想读大学，

但是没有机会，退休后就想应该有一门专
业知识。”他想过做生意，但没有本钱；也
想过干体力活，但身体吃不消，“当时广播
电台里在学英语，我就想干脆学习英语，
将来英语肯定会有作用。”

陈汉襄最早接触英语还是在初中，
“学过一年，等到退休后拿起书本看时，发
现已经忘光了。”26个英语字母，陈汉襄只
记得ABCD。

翻看孩子的英语课本，一字不识，“满
篇都是生词，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查意思再
进行推敲，学完一篇课文就用了一个多礼
拜。”他又买来两本全英文的《黑色郁金
香》和《神灯》，决定对照翻译学习。最开
始，陈汉襄连英语字母顺序都记不住，只
能把字母写在纸上。后来，他又跟着广播
电台学英语，开始了自学英语之旅。

4年下来，陈汉襄啃下了几套英语教
材，凡是找得到的英语读物都拿来学。“成
年人学英语有个优势，理解力强。大学英语
课本看了以后，我又回头看初中、高中课
本，从高三看到高一，从初三看到初一。”陈
汉襄觉得，倒起来看是从难到易，以前的复
杂语法克服了，再看简单的就很顺手了。

学到的英语果然有了用武之地，上世
纪90年代，在朋友介绍下，陈汉襄来到峨
眉山一个旅行社工作，“和很多外国人打

交道，锻炼口语。”期间，陈汉襄还结识了
一对来四川旅游的澳大利亚父女，并跟对
方保持通信。1993年年底，陈汉襄生了一
场大病，恢复后，澳大利亚友人邀请他去
澳洲调养身体。由对方出资，陈汉襄和老
伴在澳大利亚游玩了一个多月，悉尼、堪
培拉、墨尔本，走了多个城市。“4年前，澳
大利亚朋友去世了，我就把自己的英文名
字chen，改成他的英文名字Manning，以此
纪念。”

2004年，偶然听说川大有个英语角，
他就开始每周去。“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学
生也很多，英语水平相对较高，我口语真
正的进步就是在川大。”陈汉襄甚至想到，

“在英语角遇到老外，我还可以介绍眉山
青神县，邀请他们去旅游去上课。”

精神寄托
办起补习班教更多人学英语
希望未来在眉山建起英语角

陈汉襄自学英语的历程，也渐渐成为
英语角的传奇。

“陈爷爷自学英语20多年。每周五从
眉山青神县坐车到成都，参加川大英语
角，晚上住在川大附近，周六再回青神县。
如此坚持了数十载，二三十岁的你还有什
么理由不努力不成长！”——4月16日，来
英语角的丹丹（化名）把这一幕发到朋友
圈，光点赞就占满4排。

“学习英语不是盲目崇拜，而是为我所
用。学习英语就可以通过语言了解别人的
文化，你的竞争力才会强。”如今陈汉襄还
在当地办起了补习班，教更多人学英语。

右耳渐渐听不见了，左眼也渐渐看不
见了，陈汉襄觉得都可以克服，“右耳听不
见就用左耳，左眼看不见就用右眼，我腿
脚还算好，走20里路都没问题。”

年岁渐大，家人也不同意他每周跑
来，“我已经花了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如果
丢掉就太可惜了。英语角都是实用的口语
交流，我学习的目的也是实用。”只有陈汉
襄的老伴投了赞成票，“老伴觉得我就只
有这个爱好，只要我高兴，她就支持。”去
年，老伴去世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走
了，英语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每周
来这里也是对老伴的一种纪念。”

陈汉襄希望，未来在眉山也有英语
角。“在我们眉山开辟一个英语角，这对当
地年轻人的口语发展特别有帮助。”

英语与陈汉襄的缘分还在继续，“就跟一
日三餐一样，怎么可以丢呢？中国有句老话，
活到老学到老，我学英语也是这样想的。”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每周从眉山坐车到成都练口语
85岁大爷坚持了14年

当事人：
练习瑜伽受伤 在医院躺了三个星期

2017年12月，张帆在一家名叫“隐瑜伽”的瑜伽
店办了一张季卡。报名时工作人员介绍，瑜伽店为
顾客购买了保险，如果上课时受伤，会由保险公司
赔付医疗费用。2018年1月的一天，张帆照常去上
课，刚刚上课20分钟左右，教练在教授一个动作时，
张帆突然觉得腰被扭伤，告诉了教练。张帆说，后来
自己就一直趴在垫子上，不能继续上课，直到一节
课结束后，瑜伽店的工作人员才过来看了情况，先
将她送到楼下的一家推拿馆做按摩。

“按完我就站不起来了。”张帆表示，后来朋友
赶到，瑜伽店的工作人员才和朋友一起将她送到省
骨科医院急诊，诊断为急性腰扭伤、腰椎轻微侧弯。
因当时没有床位，简单处理后张帆就离开了。两日
后，她来到另一家医院住院治疗，“下半身完全没有
办法动，只要脚动，就会带动腰痛。”经过三周治疗，
张帆才出院，医药费、护理费大约花了1万多元。

受伤后，张帆一直与瑜伽店沟通赔偿问题。“之
前一直说在走保险流程，报材料。”张帆说，3月20日
左右，自己接到回复，因为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所以
瑜伽店无法赔付张帆的医药费用。

瑜伽馆：
是保险公司拒赔 建议顾客向法院起诉

4月20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位于高新区一商
场内的隐瑜伽店，一位姓刘的经理介绍了张帆受伤
的经过。上课时，张帆感觉到腰部麻了一下，考虑到
已是下午5点左右，医生可能下班了，就先将张帆送
到楼下的推拿馆缓解一下，随后张帆无法动弹，才
将其送到了医院。

关于赔付，瑜伽店的相关负责人易兮回复：店
铺按照规定，购买了营业性场所都会购买的社会公
众险，在营业范围内造成意外伤害的，保险公司给
予赔付。张帆受伤后，公司也及时上报并按照规定
流程提交了相关资料，但保险公司在了解了情况
后，以邮件形式回复，该案例不予赔付。易兮表示，
如何按照规定赔付，需要张帆向法院起诉，由法院
判定，瑜伽馆是否存在赔偿责任，承担多少责任，公
司才能以此为依据，向保险公司要求赔付。

律师说法：
无论保险公司是否赔付 瑜伽店均有赔偿责任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英占认为，
瑜伽馆的做法无任何法律依据，明显在推脱责任。
顾客在瑜伽馆上课，双方形成的是服务合同关系，
瑜伽馆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造成了张帆人身伤
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拒
赔，并不影响张帆根据双方之间形成的服务合同向
瑜伽馆索要赔偿。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麟表示，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瑜伽馆对张帆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结合本
案案情，瑜伽馆存在一定的过失。张帆与瑜伽馆之
间、瑜伽馆与保险公司之间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
系，如果瑜伽馆对张帆构成侵权，对张帆受伤应承
担赔偿责任，不管瑜伽馆买没买保险都应该对张帆
进行赔偿。只是如果瑜伽馆购买的保险，张帆的情
况在受保理赔范围内，则瑜伽馆有权要求保险公司
对其赔付给张帆的损失进行补偿；若张帆的情况不
在受保理赔范围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赔瑜伽馆的
诉请。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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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平台帮您维权 扫 码 下 载
成都商报客户端

成都商报官方微博
成都商报客户端“求助”频道
成都商报维权热线（028）86613333-1

■为消费者排忧解难、深入维权
■揭穿消费陷阱、曝光不良商家

陈汉襄在出租房中阅读英语书籍 川大的英语角人潮涌动

陈汉襄在英语角和小朋友交流对话

李大爷就这样一直靠在肖满厚医生身上

今年1月，家住高新区的张帆在一商场内的隐
瑜伽店上课时，腰部受伤，辗转两家医院，花掉上万
元的医疗和护理等费用。让她更为气愤的是，当初
报名时，瑜伽馆承诺为顾客购买了保险，如果受伤
可以赔付，但受伤后两个月，瑜伽馆却表示因为保
险公司拒赔，瑜伽馆暂时不能给出赔偿，建议顾客
走法律诉讼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