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医生健康锦囊

狗冲他叫一声 他竟将狗砸死
律师：狗属私有财产，砸死狗应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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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厂家定点修移86629948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成百专业修空调加氟85554420

电脑维修
●安装宽带和商务光纤86118114

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新科技合作18581884082

订票·票务
●86664474国内外机票86664472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宸道85573263，1367813866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价一切二手货13438489919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养老托老

疏通管道·防水堵漏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457778疏管低抽粪84553337

搬家公司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车买卖
●本市出租车转13208104326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61993039公司注册★各类资质
●15928196318专业办理：工商注
册代理记账，各类建筑资质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身份证遗失
●汪娜500105198611303927
●王启涛510102196506207910失
●刘广宇510103196507160014失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尹记小吃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101233400183）遗失作废

●邹蕊璘位于成都温江柳城镇凤

溪大道中段198号28栋2单元3楼6

号房屋产权证监证0041371遗失

●周刚驾驶证号51022819690903

2552及王春苗驾驶证5109021976

03088093遗失，特此声明

●曾智春(510111197002043239)

持有的起重设备操作证遗失

●成都市武侯区百花日杂店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L21714267遗

失作废。

●四川冠华音视设备有限公司

（税号：510107771697192）已作

废增值税专用发票08118739第

二、三联遗失，登报挂失。

房屋租售
●玉林18平铺招租13348884331

土地转让
●天府大道南延线4公里处300

亩苗圃转让/联营13908022252

●★★农场转让18908030785

●青城地售或合作13982123820

写字间租售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

●红星路200余平优租86927793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合江亭临河写字楼优价租精装

500平13880112657、86658209

招 商
●一品天下精装火锅430平寻合

作，承包联营均可13398185967

●40亩博物馆私转18080168881

厂房租售
●免费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邛崃鑫和工业园22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出租电话：13882157830

●成温路独门独院13709007865

●西航港厂房出售13980707788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永宁镇厂房出租13628029426

●宏伟华成公司木兰新建仓库

招租，林先生18980912901

●青羊厂库房办公18180767391

营业房

●柳江古镇酒店租13708166627

酒楼·茶楼转让
●双楠旺茶坊低转18980882367

●低转南门茶坊15390421253

●红牌楼酒店转让15108446988

●独栋酒店急转13980831698

餐馆转让
●租转南180平火锅13880269660

●510平中餐寻合作15002879016

●1环路1100火锅转15002834198

●清水河公园内盈利餐厅转让，电

话：18200111468

●净居寺270旺餐转86718119

●老妈兔头龙潭店13548191468

●火锅店300平转让18980021038

●转1环路庭院餐饮13608180807

●优转市中心旺餐15982820888

●200中餐带气18780237286

店 铺
●大学食堂超市整体出租，无实力

勿扰。18380408034

●家乐福旁旺铺出租65378168

●转神仙树干洗店13699093876

●租二楼商铺850平13350094982

●亏售商铺急用钱13658098582

“妙手仁心·四川名医口碑榜·成都好医生”特别报道

微信扫描二维码
关注四川名医

上周六下午，成都商报主办、中国
人寿成都分公司参与合作的四川名医

“健康有约”公益讲座如期举行。得知本
期主题为最近热门的小儿推拿，积极参
与的家长们竟然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500人的会议室坐得爆满。

一切只为孩子更健康

下午1点过，烈日当头仍未能阻挡
住家长们的参与热情，他们早早地来到
讲座现场。“廖老师，你的书我都有，今
天终于见到你本人了。”“今天就是看到
新闻专门赶来听讲座的。”……参加讲
座的市民中，有健康讲座中常见的“家
庭团”，甚至一个38天大的小宝贝也被
父母带到了现场。家长们只为能多学一
些知识，让孩子更好地健康成长。

主讲嘉宾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

学院教授、中国针灸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
委员、四川省针灸学会推拿专委会主任委
员廖品东，在现场为家长们讲了他们最关
心的问题——孩子健康。每到示范阶段寻
找观众配合时，不仅有热情的奶奶、婆婆
们踊跃上台，有的家长直接让自己的孩子
上台当起小模特。细心的廖教授还带来了
他的研究生，很好地为家长们近距离、一
带一地进行推拿操作的示范。为了拍下廖
教授的手法，不少家长拿着手机、相机冲
到台前拍摄，差点引发现场秩序混乱。到
最后的答疑阶段，因为家长们过于热情，
廖教授竟然将嗓子都讲哑了。

预防保健 家长可当第一卫士

“北宋《仁斋直指方·诸风》中第一
次出现‘感冒’。”廖品东教授表示，由
此追溯“感冒”是一个中医病名。“感
冒”就是自然界的因素影响人体，人体
受到邪气冒犯，“所以中医看感冒不仅
看人，还要看天气”。正常情况下人的口
腔内有600多种细菌，说明人与细菌是
处于共生平衡状态，可一样的环境中，
为什么偏偏你生病，一是外界存在邪
气，二是体质。

感冒虽是小病，但孩子如果频频感
冒身体发育定会受到影响。对于什么是
反复感冒，廖教授指出一年365天感冒
超过8次就可以定义为反复感冒。廖教
授表示，小儿推拿治反复感冒也是中医
思路，一、袪邪，用“扫帚”清扫邪气；二、
扶正，调节体质增强自身抗病能力。

“当你的小孩子打第一个喷嚏时，
就进行推拿，一定会感受到它的神奇。”

从业30多年的廖教授认为，小儿推拿绿
色、环保，家长也可以进行操作。廖教授
拿出了对于反复感冒问题的儿推秘籍，
介绍了小儿推拿在祛邪、扶正时常用的
一些手法，如补脾经、捏脊、头面四大手
法等。对于每一个穴位，廖教授进行了
操作演示。廖教授建议，有感冒症状时
重点用袪邪手法，无感冒症状时重点用
扶正的手法，“保健的手法天天都可以
做，谁给孩子做得多，孩子就跟谁更
亲。”风趣的语言引得现场听众们多次报
以热烈的掌声。

问：孙子厌食，身高不达标，体重还
好，怎么办？

答：厌食主要是两个原因1、胃肠不
空2、脾虚不运化。胃肠不空，那就要化
积促大便排出。脾虚就要补脾。另外，对
于在遗传范围内的不长身高，可以多对
脊柱推拿刺激。

问：孩子便秘，虽然基本上每天都
拉一次大便，但十分干结，有时喊肚子
胀，有时喊肚子痛，怎么办？

答：孩子便秘有几方面原因，日常
应多户外运动，多饮水、多吃蔬菜，少吃
点热性食物。也可推拿，比如适当地揉
腹可以促使胃肠蠕动，也可以向下推
腹、荡腹。

问：拉肚子时的手法是什么？
答：古方就有，龟尾、七节、磨腹、揉脐。
问：怎么样判断孩子是否积食？
答：有口气，不想吃饭，肚子胀、硬。
成都商报记者 黄文娟 摄影报道

儿推讲座火爆
500家长挤满现场

明知有人趴在车顶
仍驾车行驶被控犯罪

根据公诉机关起诉书显示，2014
年10月29日12时许，陈某某与被告人
罗某因经济纠纷，罗某在明知汽车
引擎盖上趴着陈某某的情况下，仍
开车行驶一小时左右。中间从宜宾
南站开上了内宜高速公路，在路上
不断变道行驶，并在高速公路北站收
费站处撞毁栏杆强行冲出收费站，
继续在公路上行驶至13时许。在宜
宾临港区沙坪附近被民警挡获。此
行为造成受害人陈某某手肘部、头
额部软组织挫伤，警方侦破后以涉
嫌故意杀人（未遂）移送检察院，检
察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提起公诉。昨日，宜宾市翠屏区人民
法院审理此案，但未宣判。

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罗某刑事责任。
但罗某不认可起诉书及陈某某称其
在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驶并不断变道。
至于在宜宾北站冲关撞断收费杆，罗
某辩称当时前面有辆货车，他只想紧
跟货车驶出高速路，并非故意冲关出
逃。罗某的辩护律师请求检察院督促
警察调取更多重要证据，以进一步证
明罗某没有故意杀人、其行为也没有
构成危害公共安全。律师认为罗某不
构成犯罪。昨日，法庭审理后宣布休
庭，择日宣判。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本周五，“妙手仁心·四川名医口碑
榜·成都好医生”首轮评选投票将结束，
之后加上同行评议专家团的评分，将产
生20个分科前十强。目前，首轮投票已
接近尾声，截至昨日下午5时，全部好医
生的点赞数已经超过30万。

从整体大数据分析，中医分科竞争
最为激烈，点赞总数排行20分科之首。
而目前点赞数排行前100名的医生中，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占15位，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和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分
别以10位、7位，位列第二、第三。从学科
上看，目前口腔科十强医生席位全被华
西口腔医院医生占据。

不过，目前的医生总赞数并非最终
截止票数，首轮投票还有4天时间。首轮
投票结束后，成都好医生20个学科分榜
将产生前10强，总榜200强于下周一正
式亮相，每个分榜前5名医生将自动进
入总榜100强。

7月25日上午，剑南大道中段某小
区，一名骑电瓶车的男子仅仅因为一条
小狗冲他叫了一声，便追着狗跑了数十
米，最后用电瓶车锁和石头，将小狗残忍
砸死。监控录像拍下了男子追狗的过程，
这名男子也承认狗是他砸死的。据了解，
砸狗致死的男子也是该小区住户。据当
地派出所民警称，该男子砸狗致死的原
因是因为狗无人看管，冲着他叫。在当地
派出所的协调下，砸狗男子向狗主人道
了歉，并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狗躺在家门口 满头是血

7月25日上午9时许，小区住户刘先生
发现，家里养了5年的小狗“妞妹”，躺在家
门口，身下是一大摊血，已经死亡。“妞妹
很乖，每天早上出门，自己会去小区方便，
然后再回来。”刘先生说，“我妈当时就哭

了，妞妹已经养了五年，和我们感情深
厚。”刘先生决定查出，狗是怎么遇害的。

监控显示：狗冲男子叫而被追打

刘先生找到小区管理处，调出了当
天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画面显示，上午
8时05分，“妞妹”站在小区的过道里，一
名骑着电瓶车的男子从它身边经过，它
冲着男子叫了一声。本来该男子已经骑
过去了，但几秒钟后，他又折返回来，骑
着电瓶车追狗。狗躲进小区旁一片树林，
男子将电瓶车停下，拿起车锁冲着狗追
去……随后，狗和人都冲出了监控画面
区域。几分钟后，该男子回来，重新骑上
电瓶车进入小区。刘先生随后又询问了
小区的其他住户，一位邻居告诉他，早上
看到一名男子追着他家的狗，最后追进
了楼道。而一个小时后，刘先生就在门前

发现了“妞妹”的尸体。
经小区居民辨认，追狗的男子是小区

的住户，和刘先生在同一栋楼，只是在不同
的单元。25日下午，刘先生终于找到了这名
男子，男子承认狗是他砸死的。“我们只是
想为狗讨回一个公道，狗也是一条命，怎么
能这样对待？我们不要他们赔钱，一分钱都
不要，只想要他给我家人和狗道歉。”刘先
生说。因为言语不和，当时双方曾发生肢
体冲突，后有人报警。当地警方将双方带
入派出所调解。刘先生说，在民警的协调
下，对方向刘先生的家人和狗道了歉。

砸狗的男子是谁？为何会做出如此
残忍的行为？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
到该小区，但砸狗男子家门紧闭，敲门也
无人回应。下午5时许，成都商报记者再
次来到该男子家门口，敲门后，一名老人
称该男子现在不在家，并拒绝了记者的
采访要求。

石羊派出所的一名民警证实，当
天确实有此事发生。“他确实打死了那
家人的狗，原因是他觉得狗应该有人
用绳子牵着，这条狗没人牵着，又对着
他叫。后来与狗的主人曾经发生肢体
冲突，最后在派出所协调下解决了，双
方达成了谅解。”

还剩4天 赶紧为你心中的好医生投票

律
师杀死别人的狗属侵权应赔偿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秀
认为，狗应该属于个人私有财产，有
财物属性，如果其他人杀死了狗，相
当于损害他人财物，侵害了他人权
益，应予以赔偿。另外，目前我国在
虐待动物方面，尚没有完整的立法，
因此，这种行为，只能在道德上加以
谴责。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1、关注四川名
医微信公众号

2、点击栏目条
的“名医口碑榜”，注
册进入评选页面。

3、在最上的方
框内输入医生/医
院/编号。或者，在
页面下方“地区”、

“医院”、“科室”方
框内输入信息点击
查询。出现医生信
息后，即可点赞。

4、进入医生页
面后点击右上角的

“…”，将医生投票
信息转发至朋友圈
中，发动更多人参
与投票

投票步骤

6个简单动作 保护好颈椎
刘浩教授曾在四川名医微信公众

号上亲授颈椎操，阅读量破5万。刘教授
说，“低头族”是危害颈椎健康的“杀
手”，正确的做法是工作1小时后，应该
起身，做一个活动颈部的颈椎操。颈椎
操动作共6个：首先埋头，再颈部后仰；
随即将头左偏，之后右偏；接下来转头
左旋，再右旋。几个动作比较简单，且不
耽搁时间，坚持好可保护颈椎。

成都商报记者 杨艳琪 王欢 李惠
实习生 李烨 昝诗韵

现场答疑摘录

夏日酷暑难耐，若能在周末邀
约三五好友，周末走进山林绿水之
间，何等清凉惬意。7月7日，成都商
报联合川内16个市州旅游部门推出

“发现四川 你不得不去的周末避暑
胜地”大型公益活动，活动开始后，
受到景区读者的好评，通过两轮大
众投票，选出了30强，最终，平武王
朗白马、平武平通镇赏梅、凌云山风
景区、南部升钟湖旅游风景区、丹棱
县老峨山、蒙顶山、犍为同兴桫椤
湖、罗江白马关、华蓥山旅游风景
区、兴文县僰王山10个景区荣膺“四
川十大周末避暑胜地”。

活动结束，但宣传没有结束，入
选的周末避暑胜地将成为首批免费
入驻成都商报客户端集中推广平台
的景区（景点），成都商报客户端将
为其授牌并进行集中推广。此外，各
景点可通过成都商报客户端长期宣
传其优惠活动，读者通过点击成都
商报新闻客户端，抵达景点后可直
接享受优惠。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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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十大周末避暑胜地出炉
上商报客户端直接享受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