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泡在健身房 58岁阿姨练出冻龄身材

“健身不分年龄，大妈也能行！”
一周五天“泡”健身房

最大收获是身体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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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贷
多策略支持乡村振兴

帮——建渠道，为帮扶地区插上
翅膀。理塘县、峨边县是交通银行四
川省分行定点帮扶地区，牦牛肉、苹
果干、姬松茸、木耳等众多原生态高
原特色农产品因交通不便，常年“养
在深闺无人识”。为打通这一销售症
结，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深挖帮扶地
资源优势，牵头对接天府市民云，搭
建线上销售平台，为帮扶地开拓长期
战略合作伙伴。目前，天府市民云已
与理塘县多家企业正式达成乡村振
兴战略合作。未来，广大市民足不出
户，在天府市民云生活圈频道“云集
市”上就可购买到资格的高原特色农
产品。

扶——创新探索，优先支持重点

领域。为加大乡村振兴支持力度，交
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积极调整帮扶政
策，优先支持重点领域。一是支持粮
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的保障及规模化
种养。二是支持农业现代化，包括种
子和种业工程、高端的农机设备、冷
链物流、高标准农田等，重点支持青
白江支行银犁冷链市场“冷链e贷”、
郊县和辖行所在地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三是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发展和乡村产业体系，包括乡村的特
色产业、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乡村
的旅游康养、以及郊县行和辖行的一
县一村一品等产业。四是支持城乡融
合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包括各类园
区、特色小镇、乡村基础设施、农村居
民的民生工程等。

贷——放宽准入要求，开辟绿色
通道。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最重要的

一个手段就是信贷融资，交通银行四
川省分行对乡村振兴项目开辟绿色通
道，放宽准入要求，设置A、B角专人专
审，随到随审。比如某生猪养殖企业和
饲料生产企业，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
都给予了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为
确保企业顺利融资，该行都采取了母
公司担保方式，无需借款企业提供抵
押物。此外，该行还开展了生猪活体抵
押贷款试点，按照承保公司保单价值
的一定比例给予企业融资。

科技赋能
助成渝科创企业融资

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交通银行四川
省分行不断提升科技贷款产品体系
的丰富度和适配性，推进金融与科技
深度融合，支持科创类企业发展。

为满足科创类企业在经营中的
资金需求，致力于解决融资难点痛
点，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联合四川省
科技厅、成都市科技局推出了“天府
科创贷”、“科创贷”，联合成都市高新
区政府推出了“成长贷”，还对有高层
次人才、重大研发项目和重要科技成
果的企业，推出了“人才贷”、“研发
贷”、“成果贷”等纯信用贷款产品，打
破传统抵押贷款模式，打造科创企业
授信评判新标准。

泸州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摄像
模组的生产销售，在产业链中处于关
键位置。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在全面
评估公司科技含量、经营前景后，向
其发放了 1000 万元“天府科创贷”，
用于满足日常流动资金需求，帮助企
业顺利扩大生产规模。

某家工业化供应链头部集团子
公司将仓储物流经验和供应链智能
大数据相结合，推出了工业供应链智
能物流管理系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为支持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
投入，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为其新增
了500万“成长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斌

交行四川省分行：
多策略支持乡村振兴

科技赋能成渝经济圈建设
为 贯 彻

落实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
外汇管理局
近期出台的
《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
金融服务的
通知》，交通
银行四川省
分行在人民
银行成都分
行的指导下，
积极采取多
项策略支持
乡村振兴，探
索绿色金融
发展道路，以
科技金融为
引领，加大成
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

成都双流S07线路，是一条双
向发车公交线路，连通着彭镇红石
社区和双流城区。红石社区沿途，
经常有很多进城做买卖的村民，这
其中就包括一对特殊的老年夫妇。

每周有3天左右时间，这对老
年夫妇会早早出门卖菜。和其他人
不同的是，婆婆不仅要背20斤重的
菜筐，身边还要照顾因病失去行动
能力的老伴。

这对老人，引起了S07线路公
交车班组的注意。一年前，驾驶员们
开始帮助老人搬运蔬菜，近半年来
自发参与帮扶的人越来越多……

卖菜婆婆受到特殊照顾

5月17日早上6点多，家住双流
的金婆婆坐上第一班S07线路公交
车。她要前往六七公里外的菜园子，
收上两大筐新鲜蔬菜，再背着载重
20斤的筐筐，坐将近50分钟的公交

车，到双流另一头的菜市去卖菜。
金婆婆今年68岁，人不高但很精

干。她每次坐公交车不仅背着沉重的
菜筐，还要照顾自己身边的老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金婆婆老伴由于早年患鼻咽癌
影响了神经，导致上肢失去行动能
力，生活无法自理。为了防止老伴
独自在家发生意外，金婆婆就带上
老伴乘坐S07线路公交车去城里卖
菜，挣钱贴补家用。

一年前，婆婆引起了S07线路
公交车班组的注意。每当老人大
筐、小筐带着蔬菜上车时，S07线路
公交车驾驶员都会主动帮忙搬上
搬下，而这一帮就长达一年。最近
半年来，越来越多的驾驶员自发加
入帮扶的行列。

司机们持续帮扶一年

S07公交车线路班组长刘天洪

告诉记者，他是今年年初才调到如
今岗位上的。也就是今年年初，他注
意到了这对老年夫妇的存在，并且
在同事群中呼吁大家一起参与帮
扶。“大家在今后工作中再遇到他们
的时候，在车辆停稳，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继续提供帮助，谢谢大家！”刘
天洪回忆，年初的这次呼吁发出后，
大家都特别留意这对老年夫妇。

“两个老人一年前就开始经常
乘坐S07线路公交车去卖菜。当时，
大家看到了偶尔会帮助一下。近半
年来，自发参与帮扶的人越来越
多，班组24位司机都帮助过金婆
婆。”刘天洪说。

老人致电公交公司表谢意

面对驾驶员们的帮助，金婆婆
谨记在心。她没法记住每个司机的
名字，但把S07线路公交车的车牌
号记下了。

4月份，公交公司热线中心收到
一通特殊的电话，来电的正是金婆
婆。电话中，她向热线员讲述了S07
线路公交车驾驶员们是怎样帮助他
们老两口的，除了每次主动帮忙搬
菜外，还会帮助她老伴戴好口罩。她
很是感动，特别来电加以表扬。

20斤重的菜筐，就算是刘天洪
这样的青壮年，搬起来也有点吃力。
年纪大了，为何还如此辛劳？面对大
家的担忧，金婆婆自述，自己一双子
女工作繁忙，家中又都养育了两个
孩子，经济压力大。一向独立的金婆
婆，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挣点钱补
贴家用，也当是减轻家人的负担。虽
然子女们多次要求找个护工照顾
大爷，但都被金婆婆拒绝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5月17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
院依法公开审理了一起伪造货币罪
案件，并当庭宣判。

2021年5月上旬，李某与朋友张某
乘坐飞机到河南省郑州市，以6000元
的价格从一个外号为“变色龙”的人处
学习伪造货币技术，并购买了20元面
值人民币的假币电子模板、防伪纸等
设备。返回成都后，二人共同购买了油
墨、打印机等设备和材料，在成都市双
流区某小区内伪造人民币并对外销
售。之后，李某又租用了位于成都市成
华区某小区的房间伪造人民币。

2021年5月下旬，李某招募黄某
某参与伪造人民币，由黄某某负责对
成华区窝点伪造的人民币进行裁剪，
同时协助李某在网上发布销售信息，
并收取“货款”。同月，张某也通过某
APP结识并招募了曾某，约定由曾某
负责在网上发布销售伪造人民币的
信息并联络“买家”。次月，曾某到成都
市双流区与张某会合，并通过某APP
联系了一位“买家”。随后，双方在进行
假币交易时被民警现场挡获。

2021年6月，公安机关在李某等
人租用的位于成都市双流区、成华区
的两个房间内，查获用于伪造人民币
的笔记本、防伪纸、喷墨式打印机、黄
色金属水印章等设备工具和大量伪
造的10元、20元面额人民币。经中国
人民银行鉴定，被查获的疑似假冒人
民币共计3390张，均系伪造货币，面
值金额共计67870元。

根据被告人李某、张某、黄某某、
曾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
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依法判处：
被告人李某犯伪造货币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
元；被告人张某犯伪造货币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
万元；被告人黄某某犯伪造货币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万元；被告人曾某犯出售假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万元；对公安机关在现场查
扣的作案工具及假币，依法予以没
收；对被告人李某违法所得人民币
7000元、被告人张某违法所得人民币
2000元、被告人黄某某违法所得人民
币800元，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蒋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爱心S07线
68岁婆婆带残疾老伴上街卖菜
公交司机们持续帮扶一年

成都版成都版““刘畊宏女孩刘畊宏女孩”！”！

过去一个多月，艺
人刘畊宏在全网掀起
了一股健身热潮。在成
都，有这样一位阿姨，
坚持健身两年，从“健
身小白”变成“健身达
人”。

双腿修长精致、腰
腹平坦纤细、背部线条
性感优雅，手臂上没有
一丝赘肉，从背影看的
话，还以为是个18岁的
女孩，然而她已经58
岁了。

两年前，退休不久
的李正茂被女儿“强
行”拉进了健身房，开
始健身塑形，通过三个
月的“魔鬼集训”，她的
身材发生了改变，在和
女儿同框时，完全分辨
不出两人的年龄，俨然
一副妙龄女生的模样。
当看到健身成效后，李
正茂决定坚持锻炼，从
周一至周五，都“泡”在
健身房里。

在她看来，健身之
后，她不仅拥有了很好
的身材，最大的收获是
身体更加健康。李阿姨
以前有很多疾病，现在
都在好转，心态也更年
轻，好像还有点“冻
龄”。“健身不分年龄，
不是阿姨老了变成大
妈了，就只能跳广场
舞，同样可以进健身
房，走进力量区。”李正
茂说。

健身、露营、骑行、逛咖啡
店，打卡网红景点，在李正茂的
朋友圈里，处处都展露出年轻化
的生活方式。健身的这两年多
来，时间并没有在李正茂身上留
下印记，反而让她活得更年轻
了，“我觉得通过健身可以锁住
年龄，我不会老去。”李阿姨很感
谢女儿，是女儿带她走进健身
房，一直陪着她练习。

“人活在当下的时候就是最
快乐的时候，我现在非常快乐，
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拥有了很好
的身材，好像还有点冻龄。我会
一直坚持下去，60 岁、70 岁、80
岁、90 岁，一直坚持下去到 100
岁！”李正茂说。

据记者了解，在成都各大健
身房里，除了一些跳操或跳舞的

项目有年龄偏大的市民，在力量
区基本都是年轻小妹妹在练。其
中有些小姑娘还不自信，觉得自
己不可能练出效果，当她们看到
李阿姨的健身成果时便发出惊
叹：“啊 ！阿姨都可以练成这个
样子，那我也可以。”李阿姨成为
了大家的榜样。

最近，成都“新铁人三项”火
爆朋友圈，天府绿道绕城骑行、爬
龙泉山看日出、野外露营。李阿姨
也跟上了节奏，上周日，她便尝试
了天府绿道绕城骑行，从锦城湖
骑车到熊猫基地，全长47公里，
花了4个半小时，体力比原来好
很多，因此，她准备过两天约上好
友一同骑完100公里的全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
婷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58岁，喜欢摄影、喜欢徒步、
喜欢穿越、喜欢旅行，退休之后
爱上了撸铁（年轻人对健身的戏
称），这是李正茂在小红书上的
自我简介。她喜欢摄影、户外运
动，原本计划的退休生活应该是
四处游玩、到处拍照，她从来没
有想过自己的退休生活会是在
健身房锻炼，如今一周练习五
天，每天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李阿姨表示，刚开始练习的
时候主要是练习徒手深蹲、硬
拉、箭步蹲这些基本动作，徒手
深蹲一次做 12-15 个，完成后，
就会加重量，最初可能就只能完
成 8 个，当能完成 15 个时候，教
练又会加重量。随着不断训练，
现在，她已经能够完成90公斤杠
铃的自由深蹲，这个重量几乎是

自己的体重的两倍。最近李阿姨
还挑战了150公斤的臀推，完成
了6个动作，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竟然能够做到。

除了身材有了本质的改变，
李正茂坦言健身最大的收获是
身体更健康了。以前有椎间盘突
出，曾经并发严重时只有几根手
指姆能动，现在再也没有发病；
颈椎以前也有毛病，现在也好
了；以前肠道等很多方面的疾病
也都没了。

“健身不分年龄，任何年龄都
可以力量训练，不是阿姨老了变
成大妈了，就只能跳广场舞，同样
可以去健身房，走进力量区。”李
正茂说，年龄大了，在科学专业的
指导下，健身反而可以增长肌肉
来保护骨骼，韧带这些。

“女儿觉得我的身材太难看，让我
塑形，改变身材。”2020年，退休不久的
李正茂受到了女儿的“批评”。李阿姨身
高1.65米，当时的体重为102斤，身上的
肉是松散的，屁股也是垮垮的，“（她说）
你自己照一下镜子看嘛！”平时，李正茂
照镜子都是正面，从来没照过背面，照
完之后发现确实如女儿所言。

女儿建议她去健身房锻炼。而听
到要去健身房，李正茂想都没想便以

“没时间”等各种借口拒绝。可最后，女
儿直接帮她把健身房的卡给办了，“强
行”拉入健身房。

既然要练，就要学好，不浪费时间
和精力。李正茂在决定健身后，请了一
位专业教练，并制定了一个为期三个

月的集训计划，和女儿一起训练。
根据教练的安排，一周要练习四

天，星期一练腿、星期二练胸、星期三
练背，星期四练臀，每天练习的时间一
般 1 个到 1 个半小时左右。一开始，高
强度的训练让李正茂有些吃不消，练
完一个动作直接躺在地上话都不想
说，可还没等她喘过气的时候，女儿便
在旁边提醒：“快点，又该你练咯！”

在训练的同时，李正茂的饮食也
进行了调整，三个月之后，身材基本就
显现出来了，和女儿同框时已经分辨
不出年龄。“当你看到自己身材有了本
质变化，真的不想再回到从前。”看到
健身后的效果，李正茂有了继续坚持
的信心和动力。

被女儿“强行”拉入健身房
集训3个月练出“18岁身材”

她的生活方式年轻化
健身、骑行、打卡网红景点……

赴外地学“技”，网上联系买家

4人租房造假币获刑
查获共67870元面值金额的假币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128期开奖结果：843，直选：15800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58716注，每注奖金173元。（43921863.87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128期开奖结果：84306，一等奖50注，每
注奖金10万元。（459819724.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2055期全国销售327354148元。开奖号码：01
02 12 15 23 04+06，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1注，单
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60注，单注奖金282372元，追加26注，单注奖
金225897元。三等奖199注，单注奖金10000元。971105598.60元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7月18日)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
彩第2022055期全国开
奖结果：05 23 15 07
22 21 27，特别号码：0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22128期开奖结果：
156。（以上所有开奖信
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金婆婆（红圈内）带着老伴（红圈内）乘坐公交车去卖菜 视频截图

李阿姨（右）和女儿同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