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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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1期排列3直
选中奖号码：694；排列
5中奖号码：6941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8151期开奖
结果：514。●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8065期
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6 01 28 04
33 14，蓝色球号码：01。（以上信息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四川青神县，儿媳因车祸成为
植物人，婆婆邵学英不离不弃照料
着她，18年未曾出远门。2003年，儿
媳第一次重新站起来；2013年，第
一声喊了“妈妈”，2018年儿媳已经
学会了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她
忘了许多以前的事，但一家人对她
的好，她心里清楚得很。”

2018年5月30日，此事经成都
商报报道后，邵学英的担当与坚守
感动了众多网友。6月7日，成都商
报记者获悉，经过全国评委和网友
的投票、点赞，邵学英获阿里“天天
正能量”第243期一等奖，成都商报
将联合阿里天天正能量为她颁发
荣誉证书以及一万元奖金。

儿媳成“植物人”
婆婆18年不离不弃

2000年年底，陈俊梅回娘家的
路上出了车祸，颅内大量出血。虽
然经过抢救保住了命，但陈俊梅却
变成了只能躺在床上的“植物人”。

“像陈俊梅这种情况，手术后
大多是终生瘫痪，但是也有很少部
分可以恢复行走能力。”医生的这
番话让邵学英看到了希望。1个多
月后，陈俊梅被接到家里，为了更
好地照顾儿媳，邵学英索性将自己
的床搬到陈俊梅的卧室。

找不到肇事者，手术花光了一
家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两万多元的
外债，且陈俊梅每做一次康复还需
要上千元，邵学英的老伴和儿子不
得已外出打工挣钱。

在家的邵学英负责照顾瘫痪的
儿媳和三岁多的孙子，还要种3亩多
地，别人劝过她放弃，她摇了摇头：

“她嫁过来，就是我们家的人，不管她
怎样，我都要管她，只要我有饭吃，就

不会饿着她，哪怕我出去讨来一碗稀
饭，我也会把米捞出来喂她。”那一
年，陈俊梅28岁，邵学英55岁。

2003年，儿媳第一次站起来时，
邵学英高兴坏了。她说，小时候没教
过她，现在就当她是个小娃娃，重新
教一次就是了。2013年，儿媳第一次
说话，喊出“妈妈”两个字，邵学英站
在院坝里眼泪就下来了，心头就一
个想法：这日子总算出头了。

2018年，儿媳学会了唱歌，虽然
只能唱全《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一首
歌，但邵学英哭了：儿媳忘了许多以
前的事，“但不会忘记我是她妈”。

如今，陈俊梅除了说话不方便
外，可以自己用勺子吃饭、穿衣，也
能和别人进行简单的交流，陈俊梅
的儿子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天天正能量”为她点赞
“谱写了一个和谐家庭的样本”

2018年5月30日，此事经成都
商报报道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央视新闻客户端等纷纷发布此消
息，上百万网友也为邵学英点赞。

对于自己18年来所坚守的，邵
学英觉得这是“应该的”，“换做其
他人也会这么做的”。

给她的颁奖词里这样写道：73
岁婆婆邵学英照顾植物人儿媳18
年，谱写了一个和谐家庭的样本
……婆媳关系也好，家庭其他关系
也罢，最重要的是爱，有爱的家庭，
遇到再大的困难，家庭都是温馨
的。邵婆婆用她朴素的故事，给我
们讲述了家庭和睦的道理。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
团联合成都商报在内的全国100多
家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大型网络
公益项目，以“传播正能量、弘扬真
善美”为宗旨，致力于打造社会正
能量传播的公益开放平台。

截至目前，“天天正能量”已奖
励4680余人，发起各类创新公益活
动410多次，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和
好评。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蒋麟

不爱出门，不爱与人接触，每天
都觉得筋疲力尽，疲惫不堪，出现这
种症状小心抑郁和焦虑找上你！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医生李元媛，将于今天
15：00至16：00值守四川名医微坐

诊，如果你或亲友有抑郁症方面的
疑问，欢迎加入微坐诊直播间，与
李元媛医生进行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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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即可直通名医服务。（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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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症状 小心抑郁症！
四川名医“名医热线”直通专家为你答疑

个人通过ATM机向非同名账
户转账，24小时内，可以向发卡行申
请撤销转账。这样一个“时间差”，被
不法分子盯上了。近日，崇州市检察
院办理了一起“先利用转账凭证取
得被害人信任，进而取得货物后取
消转账实施诈骗”的案件，犯罪嫌疑
人罗某峰被依法批捕。

现年32岁的小伙罗某峰因盗
窃，于2009年被法院判刑半年，因
染上毒瘾，又在2014年被宣汉县公
安局强制戒毒2年。从强戒所出来
后，罗某峰开始学做家居、建材生
意，但由于生意亏损，至2017年9、
10月份，已欠了许多债务。

偶然，罗某峰发现“ATM转账
24小时内可撤销”这一功能，无钱
还债的罗某峰便打起了歪主意。
2017年12月2日，罗某峰以订购大
理石茶几面板为由，通过电话联系
到了一家位于崇州市三江镇的大
理石厂，并与该厂家老板郭某森互
加了微信洽谈“业务”，后以150元
一张的单价，向郭某森订购了80张
共计1.2万元的大理石茶几面板。

期间，为进一步取得郭某森的
信任，罗某峰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
两次共向郭某森转账6000元作为定
金，同时向其要到了用于转账的银

行卡卡号。要到郭某森银行卡卡号
后，罗某峰假意通过ATM转账，同
时将转账方式设置为24小时到账，
并将转账时打出的转账凭证拍成照
片，通过微信发给郭某峰看。

收到转账凭证的照片后，满以
为已经收到货款的郭某森便于同
日将80张大理石茶几面板拉到了
罗某峰指定的交货地点。确认收到
货物以后，罗某峰便用其手机将转
账取消，进而骗取货物。

至2018年1月案发，罗某峰如法
炮制，又先后在崇州市三江镇的大理
石石材加工厂作案数起，诈骗大理石
茶几面板，价值累计6万余元。此外，
罗某峰还通过交付定金，拿货赊账的
方式，于2017年9月、10月份骗取周某
琴价值1万余元的大理石茶几面板。

检察官提醒市民，全国自2016
年12月1日起，个人通过银行自助柜
员机（ATM）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
资金24小时后到账。在发卡行受理转
账业务的24小时内，个人可以向发卡
行申请撤销转账。不法分子有可能利
用特殊的时间节点，结合通讯网络诈
骗的常用手法实施诈骗，市民务必要
多一个心眼，警惕诈骗分子利用滞后
到账这一办法，打“时间差”。

成都商报记者 祝浩杰

“绿色”餐厅：
制作规范菜单 不设最低消费

何为绿色餐厅？记者从同步发布
的《绿色餐饮主体建设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中获悉，绿色餐厅指餐饮
主体在规划、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以
安全健康、低碳环保、诚实守信为理
念，以科学的设计、高效的管理和贴
心的服务为基础，以资源效率最大
化、环境影响最小化为目标，为用餐
者提供规范、便利、优质的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餐厅不仅囊括
了餐饮企业，还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
高校等单位餐厅的新建、改造及运营。

根据《指南》，绿色餐厅首先要制
作规范菜单，明确每种菜品和服务价
格，标明菜品主要食材分量，不设最

低消费，无虚假宣传。
具体而言，餐厅应根据消费者数

量和餐品分量主动提醒用餐者适量
点餐、对餐品种类提出合理建议，按
照用餐者要求提供大、中、小分量的
餐品，提供分餐服务和打包餐盒，适
时提醒用餐者打包。

此外，餐厅还应根据消费人群的
特点，合理安排2～3人、4～6人、7～
10人等各类餐台的数量和比例。具体
而言，餐饮企业要积极探索在菜单上
增加分量、热量、建议消费人数等信
息，根据节约消费需要完善装修设
计。对于自助餐企业，还应建立备餐
评估、供餐巡视等制度。

这样的绿色餐厅，未来将在居民
身边全面铺开。记者注意到，《意见》
鼓励绿色餐饮企业发展连锁经营，进

社区、进学校、进医院、进办公集聚
区、进交通枢纽等重要场所，建设便
民服务网络。其中特别提出，要加快
发展早餐、团餐、特色小吃等服务业
态，“优先供应面向老人、中小学生等
特定群体的服务品种”。

鼓励餐饮企业
共享中央厨房

除了绿色餐厅，《指南》还对餐厅配
备的厨房区域给出了相应要求：应依法
处置废弃油脂、规范收集餐厨垃圾，减
少食材加工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
放，每万元营业收入（纳税额）的餐厨垃
圾消纳处理量逐年下降5%以上。

绿色餐厅应充分考虑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卫生安全的要求，实现厨房

可视可感可知，安装油水分离装置、油
烟净化设施，设置垃圾分类回收设施，
采用清洁、高效的工艺技术和设备。而
针对餐厅的厨房灶具等设备，能耗效
率还应符合国家节能标准的要求，每
万元营业收入（纳税额）的用电、用水、
用气、用热的数量逐年下降5%以上。

如何能源节约，《意见》中还提供
了更多尝试。例如，要支持餐饮企业
建立原辅料生产基地，合作建设采购
基地，向种养等产业链的上游延伸，
打造“生产基地+餐饮门店”采购链。

此外，《意见》还鼓励餐饮企业建
设或共享中央厨房，与食品工业企业
加强合作，打造“中央厨房+冷链配
送+餐饮门店”加工配送链。

网络订餐也要“绿色”：
公开厨房环境、食材加工过程

随着互联网深入生活，网络订餐
也要实现“绿色化”。记者注意到，《意
见》还鼓励绿色餐饮企业与网络平台
加强合作，推动“互联网+餐饮”发展，
实现线上订购与线下服务的全方位、
全天候互动，提升线下配送和售后服
务水平，改进消费体验。

记者注意到，餐饮企业将加快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运
用，在推广、预订、支付、配送、评价、
采购、管理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在加工和配送模式上，《意见》鼓
励企业减少外卖送餐环节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使用，鼓励推行一次
性餐饮具集中回收，推广可循环利用
餐饮具，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例如，餐
饮企业（单位）应在订餐过程中主动
向消费者提示“尽量少选用一次性餐
盒、筷子等餐具”，并制定配套奖励措
施，倡导绿色消费理念。

这些改变将让用餐者时时可见。
记者注意到，《意见》还针对网络订餐
提出，餐饮企业在保障员工安全和隐
私、商业秘密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向
用餐者实时直播餐饮服务过程，公开
厨房环境、食材加工、清洗消毒、原辅
料储存状态等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警惕！ATM机转账24小时内可撤销
有人打了“时间差”的歪主意……

照顾病媳18年
眉山婆婆获
阿里“天天正能量”一等奖

你点的外卖咋做出来
今后或能看直播监控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了《关于推动绿色餐饮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出：到
2020年，全国将培育5000家绿色餐厅。这意味着，全国将初步建立绿色餐饮仓储、加工、管理、服务以及
自助餐、宴席等重点领域的标准体系，严格绿色餐饮准入，推动形成绿色餐饮发展的常态化、制度化机
制，将绿色理念融入生产消费的全过程。

网络订餐也要“绿色”。记者注意到，《意见》针对网络订餐提出，餐饮企业在保障员工安全和隐私、商
业秘密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向用餐者实时直播餐饮服务过程，公开厨房环境、食材加工、清洗消毒、原辅
料储存状态等信息。

《意见》针对网络订
餐提出，餐饮企业在保障
员工安全和隐私、商业秘
密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向
用餐者实时直播餐饮服
务过程，公开厨房环境、
食材加工、清洗消毒、原
辅料储存状态等信息。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
《关于推动绿色餐饮
发展的若干意见》

母校师生慷慨解囊
为她筹款共渡难关

6月2日11点44分，有着550多名成都医学院教职工的QQ群“成医之家”
里，出现了一条求助信息。发出信息的，是人文信息管理学院辅导员罗艳
荣，她“恳请各位老师帮帮忙，献一份爱心。”

原来，罗艳荣曾带过的学生陈月佳，是人文信息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
理专业2010级的学生，今年4月，陈月佳6个月的儿子遭遇不幸，被确诊为

“双眼FEVR（家族性渗出性视网膜病变）四期”，还有脑瘫、发育重度迟缓等
症状。上大学时就靠着勤工俭学才挣得生活费的陈月佳，眼见生活刚刚有
了起色，又遭遇沉重打击。得知陈月佳的情况，成都医学院的师生们纷纷解
囊，转发筹款链接、捐款，为这个成都医学院的毕业生伸出援手。

毕 业 4 年 后 ，她 半 岁 儿 子 被 发 现 患 严 重 眼 疾

原本，陈月佳夫妻俩以为，医生
说，豌豆需要接受至少三次手术，每次
手术费用在3万多元，这个数字，两人
咬咬牙，还能东拼西凑地凑够。但第一
次手术，就让陈月佳夫妻俩感觉到了
沉重的压力。

“各种检查之后发现，问题很多，
现在他重度发育迟缓，医生建议做康
复训练。”陈月佳算了算账，康复训练
一个月一万多，至少需要做到孩子一
岁多会走路；因为孩子是先天性疾病，
医生建议一家三口做基因筛查，费用
需要4万多，只能暂时搁置。

豌豆的病情有太多不确定因素，
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的治疗费用是
一个无底洞。和豌豆一样情况的病友，
现在已经花了50多万。而豌豆除了少
儿互助金外，没有其他的医疗保险可
以报销部分医药费。第二次手术在即，
陈月佳和丈夫已经不知道从哪儿去筹
钱，夫妻俩所在的医院为他们发起了
筹款，陈月佳也申请了水滴筹，也正是
罗艳荣和学校师生转发的那个链接。

6月6日，陈月佳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医院为他们筹了数万元，在水滴筹
上也有8万多，加起来10多万，至少孩
子近期三次手术的费用，暂时足够了，
至于未来的费用，夫妻俩再想办法。陈
月佳表示，她不愿意再接受更多的帮
助，那些钱应该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张直

6月2日，罗艳荣在朋友圈看到
了曾经的学生陈月佳发起的水滴筹
筹款链接，陈月佳半岁的儿子豌豆
确诊了“双眼FEVR（家族性渗出性
视网膜病变）四期”，加上孩子脑部
和身体发育等问题，未来将面临数
十万甚至更多的医疗费用，家境不
好的陈月佳和丈夫发起求助。

“我当时还有点生气，她都没有
告诉我情况这么严重。”罗艳荣说，
2010年，自己毕业后到成都医学院工
作，担任人文信息管理学院公共事业
管理专业的辅导员，陈月佳正是自己
第一届学生，因此，罗艳荣深知，对于

家境困难、大学期间一直勤工俭学的
陈月佳来说，这笔数十万元的治疗费
用，无异于一座沉重的大山。

“后来我就把信息转发到学校的
职工群里了。”罗艳荣说，在征得学校
同意后，自己在几个教职工群转发了
陈月佳的求助信息：“恳请各位老师
帮帮忙，这个孩子是我10级的学生，
我们人文（学院）学生会主席，妈妈癌
症去世，父亲去向不明，留下两岁的
妹妹，她大学期间的生活费都靠自己
兼职打工挣钱，好不容易毕业后结婚
生子了，现在六个月的宝宝又出现了
视力问题，还有脑瘫的症状……”

罗艳荣的转发获得了老师们的
积极响应，不久后就有老师把捐款
送到了罗艳荣的手里，还有的老师
直接把钱转到了罗老师的微信、支
付宝上，甚至有的老师的名字，罗艳
荣都不是特别熟悉。“有的老师加了
微信转钱，我问老师名字，他说，不
用了，祝小朋友早日康复。”罗艳荣
感动地说，还有更多的老师，直接在
水滴筹的链接上捐了钱。

7566元、3900元、1600元，短短
两三天，陈月佳需要帮助的消息在
学校里传递着，师弟师妹们也在组
织线下的捐款。

罗艳荣说，陈月佳的事情一被
发到群里就有如此多老师响应援
助，除了是本院学生外，陈月佳的家
境和勤奋学习，也让非常多老师印
象深刻。“一提到她，我现在都还能
想得起她认真学习的样子。”英语老
师曹老师对罗艳荣说。

原来，陈月佳小时候，妈妈就患
癌症去世了，爸爸也去向不明，留下2
岁的妹妹和奶奶，上大学的学费是靠
助学贷款来的，每个月的生活费，靠着
陈月佳在超市当促销员打工挣来。“每
个周末就去超市，其实业绩好的时候
还是能挣100多块。”陈月佳说，平均每
个月自己能挣五六百元，寒暑假的时

候再打些工，基本能够自己生活。
罗艳荣只比陈月佳大一岁，得知

陈月佳的家庭情况后，总是默默地关
心着她。罗艳荣记得，陈月佳最窘迫
时，竟一个人偷偷在寝室喝自来水，

“但她始终微笑面对，对老师的资助，
她总是在挣到钱后归还。陈月佳总是
说，她自己能够解决，不愿意给别人
添麻烦。在学习上，陈月佳也十分刻
苦，还担任了人文学院的学生会主
席。有一次，陈月佳拿到了5000元奖
学金，但得知室友家遭遇意外，她一
下子就拿出4000元来帮助室友。”

2014年，陈月佳毕业了，在一家
医院做后勤工作，结婚，生子，日子

朝着幸福前进。“我老公也是小时候
家庭情况不好，10多岁就去新疆打
工了，后来当了兵。”陈月佳说，虽然
小时候吃过了苦，但靠着夫妻俩，小
日子也过得不错。

变故发生在儿子豌豆4个多月
的时候，陈月佳发现孩子不能抬头，
在社区医院做儿保时，医生建议去
大医院看看，几经周折，去了好几家
三甲医院，医生说，一方面，豌豆可
能存在脑瘫的症状，但需要一岁以
后才能确诊，另一方面，豌豆的眼睛
是先天性视网膜病变，十分严重，因
为没能尽早发现，错过了最佳手术
时间，豌豆的双眼，失明，已是定局。

毕业后遭遇困境 老师主动为她筹款 “钱暂时够了
其余我们自己想办法”

陈月佳给孩子做康复练习

儿媳一声“妈妈”婆婆泪如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