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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
销“排列3和排列5”第18136期
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064；排列
5中奖号码：06409。●中国体育

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59期开奖结果：前
区01 09 10 27 35，后区06 1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8136期开奖结
果：643。●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8059

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7、08、13、16、19、
25、30，特别号码：18。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81岁奶奶突发疾病瘫痪
16岁孙女挑起照顾重担

如果不是奶奶突然生病倒下，代丽飞或
许还能安然地在象牙塔里度过一段纯粹的
校园生活，和同学们一样，在教学楼上课、去
图书馆看书，课余时间参加社团，也许还会
和同学们聚餐、旅游。

4年前的暑假，81岁的奶奶突发脑溢血，
左半边身体瘫痪，生活不能自理，须得有人
照顾。但奶奶的四个子女中，代丽飞的爸爸
因为从小患病损伤了智力，勉强只能顾好自
己，其他的叔伯也都年过花甲，没有能力亲
自照顾老人。

代丽飞从小跟在奶奶身边长大，虽然在
农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奶奶一直很疼
爱这个苦命的孙女。代丽飞记得，四五岁时，
自己半夜生病，是奶奶背着自己走了好远去
打针，再背着自己回家。邻居给的糖果，奶奶
也会小心地裹在手帕里，留给小丽飞。“我能
照顾她，为什么要送养老院？”代丽飞做了决
定，向高中学校申请走读，回家照顾奶奶和
爸爸，那一年，代丽飞16岁。

早上五点半，代丽飞就要起床，先帮奶
奶穿衣洗漱，做好饭，一边自己吃，一边还要
扶着奶奶唯一能动的右手喂饭，实在来不及

了，爸爸也能帮着喂一喂。“学校离家近，只
要10分钟。”代丽飞说，中午十二点多放学，
煮饭收拾的时间就很紧张。

高中学习紧张，除了上课和照顾奶奶的
时间，代丽飞其实并没有多少时间认真学
习，“有空就看看书”。高三的“一诊”“二诊”
考试，代丽飞都没能上本科线，但代丽飞说，
自己并不在意，能不能考得上大学，考上哪
个大学，都没有照顾奶奶来得重要。也许是
心态轻松，代丽飞的高考成绩刚过“一本”
线。“一直是想当老师，后来调剂到了护理专
业。”代丽飞想，护理专业也不错，至少对自
己照顾生病奶奶和爸爸会很好。

带着奶奶上大学
学习和奶奶成为生活的全部

上大学，面临着要离开家，代丽飞刚刚拿
到录取通知书，就早早地做起了计划。在新生
群里，她联系上老师，申请走读。开学前，代丽
飞在距离学校10多分钟路程的小区里，租下
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房子，月租900元。“有更
近的，但是要1000多元，租不起。”代丽飞说。

上了大学，代丽飞的生活与高中无异，
仍然是早早地就要起床，给奶奶换换尿不
湿，穿衣，洗脸擦手，做早饭。八点前要赶到

学校上课，中午放学，匆匆骑着单车回到出
租屋，两个小时的时间要买菜、做饭，还要给
奶奶翻身拍痰。因为常年卧床，身体虚弱，奶
奶总是容易出汗，代丽飞一天要给奶奶换好
几次衣服，避免感冒……这样的生活，代丽
飞说，“已经习惯了”。

23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出租屋里，见到
了代丽飞。奶奶坐在轮椅上，天气降温，她的
腿上盖着一件毛呢大衣。脑溢血带来的后遗
症，让奶奶没有办法和代丽飞交流。奶奶偏
坐着朝着墙上的电视机，电视里播放着译制
片，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在看。

代丽飞把煮得软糯的稀饭和牛奶喂给
奶奶后，端来了热水，细致地给奶奶擦脸。因
为倒睫，一直闭眼睛的话会伤害角膜，几乎
是每隔几分钟，代丽飞就要“语气严厉”地让
奶奶睁开眼睛，但代丽飞望着奶奶的眼睛
里，透露着宠溺，熟稔地用自己额头去碰奶
奶的额头。听到奶奶喉咙里有痰，代丽飞从
奶奶的后背熟练地由上往下拍，让奶奶用力
咳嗽。“吐不出来。”代丽飞皱着眉头。

收拾完，要去上课了。代丽飞把奶奶推
回房间，抱上床，盖上被子，然后把电视节目
调到热闹的京剧、四川方言节目，故意调大
音量，“要让她听到声音。”代丽飞这才关上
门，往教室赶去。

2015年，肖军准备攀登珠峰，但31
万元的总开销让他犯了难。3月11日，肖
军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帖求助。由于肖军
为人豪爽，朋友众多，光是身边的朋友
就给他筹了7万多元，成都本土一家运
动产品零售商也赞助了他10万元。肖军
也最终得以成行。

肖军4月10号出发，抵达珠峰南坡大
本营后开始适应性训练，原计划在5月
14-19日之间，正式冲顶。4月25日尼泊尔
发生8.1级大地震，导致珠峰雪崩，19名登
山者遇难，当时正在珠峰的肖军也经历
了人生中最恐怖的生死劫难，当天下午2

点多，他正在帐篷里休息，突然听到外面
传来“呜呜声”，地面开始晃动。“当时我
第一反应就是地震了，跑出去一看，就看
到雪崩了。”肖军拔腿就跑，却被气流冲
到七八米开外，尽管最终幸免于难，但背
部肌肉撕裂伤，手也肿得跟包子一样。

“那几分钟，我以为自己要遭了，毕
竟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生死难
关。脑子里转的都是家人的样子，想的
是我死了女儿该怎么办。后来活着回
国，我就想今后都不去珠峰了。”尽管已
经时隔三年，但回想起那段经历，肖军
都还是后怕不已。

对于肖军来说，要他真正放弃梦
想，显然是不太容易的。回到成都后没
多久，肖军就又起了去珠峰的念头，毕
竟对他来说，那是一个魂牵梦萦的地
方。然而，出于对家庭，尤其是对女儿学
业的考虑，肖军只能暂时放弃。

去年6月，肖军的女儿考上复旦大
学，肖军这才松了一口气，但因为已经过
了5月的登山窗口期，他只能按捺下内心
的冲动，静等今年，同时做通了家人的工
作，“他们肯定是很不愿意我再去的，但
没办法，这个梦想我总要完成才行，不然
一辈子都有个遗憾。”这次整体费用也是
30多万，但他没有众筹，因为这几年在股
市里挣了一些钱，再加上上次没能登顶

成功，他觉得挺对不起朋友的，所以今年
4月10号，他悄悄从成都出发前往尼泊
尔，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4月20号抵达
珠峰南坡大本营，然后就开始了接近一
个月的训练。按照团队给他制定的计划，
他于5月19号晚上8点从C4出发，进行最
后的登顶，计划的登顶时间是20号早上6
点左右，预计全程耗时10个小时。

但因为上次雪崩的“阴影”，害怕夜
长梦多的肖军在两个夏尔巴向导的帮
助下全速攀登，结果在20号凌晨3点就
登顶成功，“天都还没亮，周围一片漆
黑，世界最高点的风景我是一点都没看
到。但没办法，怕死啊，只有爬得快点。”
说到这个，肖军颇为遗憾。

跟几十年前的登山者相比，如今攀
登珠峰的难度低了不少，尤其是随着装
备的提升，安全性大大提高，“现在从山
顶到大本营都有绳道，定期有人检查和
更换。只要头脑保持清醒，随时挂好安
全绳，就算掉下去也会被拉住。”

然而，提高归提高，在珠峰这样一个
环境严酷的地方，是不可能做到绝对的
安全的。截至目前，今年的登山季，珠峰
上已经出现了3名遇难者，“他们还是因
为对自己太自信了。对于这座神山，人类
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才行。”就连肖军自
己在下山过程中也再次遇险，“从C4下往
C3的过程中，我一脚踩到一条冰缝上，整
个人迅速往下坠，还好那条缝不是很宽，

再加上我人胖，又背着装备，最后上半身
卡在那里，才没有掉下去。当时真的是魂
都吓掉了，居然连从来不说的英语都从
嘴里冒了出来，对着夏尔巴向导大喊

‘help me，help me’，他们才赶紧把我拉
了出来。要不然就挂了。”

第二次见识到死亡的恐怖，肖军似
乎终于有点怕了，前天晚上抵达成都，
昨天下午他就到崇州三郎镇去看望父
母，记者打趣地问他：“接下来是不是准
备攀登七大洲高峰了？”他赶紧摆手：

“不了不了，生命还是很可贵的。”不过，
“顶级玩家”的心显然不会轻易归于平
静，他又加了一句：“总要找点其他的耍
事噻！”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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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遭遇大地震，这回差点掉进冰缝

成都“玩家”

从C4（珠峰南坡4号营地）下往
C3的过程中，肖军一脚踩到冰缝上，
整个人迅速下坠。还好他长得胖，再加
上背着很多装备，最后上半身被卡住，
才捡回一条命。这是47岁的成都卷烟
厂机修工第二次面临死神。上一次是
在2015年4月，尼泊尔大地震导致珠
峰雪崩，19名登山者遇难，当时正在
为攀登珠峰做准备的肖军险些被雪崩
掩埋在海拔5400米的南坡大本营。

不同的是，这次肖军成功了，5月
20日凌晨3点，他成功登顶珠峰。记者
问他：“站在世界最高点欣赏风景，肯
定是一件令人永身难忘的事吧？”肖军
回答：“其实我啥都没看到，登顶得太
早了，天还没亮，周围黑漆漆的……”

这是一个关于梦想，以及实现梦
想的故事。

现在网络上喜欢把精通某个领域的非专业人
士称为“顶级玩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肖军算得
上“顶级玩家”中的“顶级玩家”。别看他其貌不扬，
个子不高，但在户外运动领域，却是玩什么精通什
么：骑行318国道，登顶玉珠峰、慕士塔格峰，完成

“怕不怕PBP”1200公里不间断骑行比赛，参加各种
铁人三项、马拉松比赛，还是国家自行车一级裁
判、四川省登山协会高山协作员（当然，如今要加
一项，那就是登顶珠峰）。

肖军从小就喜欢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先是
在少体校练了三年的游泳，但因为身高原因，又
改练举重，即使后来成为成都卷烟厂一名普通的
机器修理工，他也没有放弃锻炼，每天到厂里后，
他先绕着周长为两公里多的厂区跑个几圈，然后
再冲个澡吃早饭上班，工作之余，也会自己跳半
个小时绳，“刚开始的时候同事们还以为我是疯

子，呵呵。”
身体好，再加上骨子里的爱好运动，肖军很早

就开始在户外运动圈子里“厮混”，最初骑自行车，
骑遍祖国山山水水，甚至还骑到厦门，参加厦门马
拉松赛。2011年他跟朋友一起参加了pbp不间断骑
行挑战赛，在40个小时内骑完600公里。此后肖军
想换个耍法了，更有征服感的登山成为了他的“新
宠”，于是购买装备，
查询资料，讨教技巧，
2011年7月，他前往格
尔木，登顶海拔6178
米的昆仑山东段最高
峰——玉珠峰。一年
后他又登顶海拔7509
米、号称“冰山之父”
的慕士塔格峰。

骑车、登山，玩什么精通什么顶级“玩家”

首次挑战结果遭遇大地震“众筹”攀珠峰

提早三个小时登顶，天还没亮“怕死”爬得快

如果不是长得胖就“挂了”下山掉进冰缝

第二批街头艺人复试昨日举行

经过前期的网络报名、初审，第二批街
头艺人现场复试于昨日在成都市文化馆进
行。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本次通过网络初
审的99组艺人，不乏签约经纪公司的专业
艺人、《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的参赛
选手，整体专业水平超过上一批街头艺人。
记者还在现场碰到了第一批街头艺人的代
表史宇翔（艺名：猪大志），背着吉他、开着
房车，一路浪迹天涯的他最终留到了成都，
不仅收获了歌迷、快乐，而且收入比想象中
多了不少。“我总共唱了7次，收入接近一
万。最高的一次是在大悦城，两小时收到观
众1400元的打赏。”成都市文化馆相关负责
人说：“虽然国内外有一些相关的街头表演
经验，但成都的情况和模式必须根据成都
的实际情况来设置，我们也还在收集艺人、
观众、点位等各方面的反馈，以便逐步探索
规范街头艺人表演的‘成都模式’。”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心血管专家今日“值班”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直通专家为你答疑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四川省人民医院
心血管超声及心功能科主治医师王胰。她将
于今天13：00至14：00值守名医热线，如果你
或亲友有任何心脏检查方面的疑问，都可以
在这个时间段内拨打名医热线60160000，
与王胰医生直接交流。王胰介绍，如果单纯
出现主动脉硬化，没有扩张、斑块或者粥样
硬化等病变提示，一般没有太大的问题。想
知道更多的服务信息吗？赶紧关注“成都商
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
目条的“今日服务”，根据提示进入相应版
块，即可直通名医服务。 （曾荷琳）

“这是我们家里的事，自己能够承担的，就不愿意多给别人添麻烦”

拒绝更多援助，她带着瘫痪奶奶上大学
两周前的周三，下课的代丽飞

刚打开门，就发现偏瘫失语的奶奶
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轮椅上摔了下
来，她赶紧把奶奶抱起来，当时没
有发现什么异样，但代丽飞不放
心，周五天气放晴，她带奶奶去医
院检查，果然，奶奶毫无知觉的左
腿骨折了。这是代丽飞独自照顾奶
奶4年，奶奶第一次受伤住院，代丽
飞有些自责。

代丽飞，是成都大学医学院
（护理学院）护理专业2016级学
生，今年20岁。4年前，81岁的奶奶
突发脑溢血导致偏瘫，爸爸因疾病
损伤智力，奶奶的其他子女也都已
经年过花甲，从小被奶奶抚养长大
的代丽飞不忍心奶奶被送到养老
院，一个人孤孤单单，毅然决定，承
担起照顾奶奶和爸爸的责任，这个
担子一挑，就是4年。

忙碌中抽时间做家教
婉拒了更多的资助

因为奶奶身边不能长时间没人照顾，
代丽飞几乎是一下课就往家里赶，加上从
小性格内向，刚开学时，代丽飞甚至很少和
老师同学交流。“刚来的时候，可能我问她
10句，她能回复一句。”代丽飞的班主任张
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入校前，代丽飞的高
中老师就联系过学校，告知了代丽飞家的
特殊情况，学院也注意到了这个独立自强
的女孩子。

2017年上半年，通过学院的联系，一位
在川大华西医院附近摆摊的爱心人士了解
到代丽飞的情况，主动提出每个月为代丽
飞提供资助。再后来，还有人联系帮助，但
都被代丽飞拒绝了。

“这是我们家里的事，自己能够承担
的，就不愿意多给别人添麻烦。”代丽飞
说，现在，奶奶每个月有1000多的社保
金，加上低保和好心人每月1000元的资
助，学校每学期的助学金，自己也找了家
教的工作，能挣到一些钱，足够自己和奶
奶、爸爸的生活，因此再有其他人的资
助，自己都拒绝了。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但20岁的代丽
飞总是衣着简单、素面朝天。身材纤瘦的
代丽飞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衣服，手机
是花200元买的，但她却愿意给奶奶花钱
买品质好的高钙奶粉，奶奶衣服几乎占
据里整个衣柜，她说“奶奶用好的，我凑
合就行。”

代丽飞说，现在，爸爸一个人在家
里，能照顾自己，小长假时，会把爸爸接
到出租屋。但每周代丽飞都会独自回家
一次，但每次停留不超过3个小时。每个
周末，代丽飞都要去武侯区做家教，最多
的时候，代丽飞带着三四个学生。做家
教，让代丽飞觉得，自己离教师梦更近一
些。“毕业了，如果有机会，还是想当老
师。”代丽飞说。

放学回家，代丽飞会和奶奶聊天，学校
今天发生了什么，自己看到了什么有趣的
事，虽然奶奶不能回应，但代丽飞说，自己
已经习惯了，未来的生活可能也不会跟现
在有太大的差别。一家人在一起，这对代丽
飞来说，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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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丽飞很珍惜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