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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母亲节来临，子女都会送给
母亲一份珍贵的礼物。那么，父母最
想要的是什么呢？岁月的流逝，苍老
了母亲的容颜，牙齿也可能一颗颗掉
落。一口好牙，才是最贴心的礼物。

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四川名医健
康热线 028-69982575 特邀口腔医生
在线解答“少花钱又舒适地修复半口
全口缺牙”，市民可拨电话免费咨询。
痛苦：假牙不好用，吃饭不香

有的市民图便宜装了活动假牙，

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咀嚼感差，用久
了还会松动，吃东西就会塞牙、牙龈肿
痛，2-3年需更换一次，几副假牙换下
来，费用没有少花，罪却受了不少。
好用：种植修复保健康

种植牙稳定牢固、美观舒适；不
损伤周围正常的牙体组织；能承受近
似真牙的咀嚼功能；使用寿命长，一
次种植还可终生质保。

如果缺牙颗数少，可选单颗种植。
如果缺半口、全口牙，可选部分种植修
复，即植入2颗恢复半口牙，植入4颗
恢复全口牙。种植牙包干价，包含牙
根、基台、牙冠，能节省一大笔钱。

福利：电话预约，享免费检查
好消息！四川名医健康热线已开

通24小时服务，专为缺牙者解决如何
又好又舒适的修复缺牙，市民可拨
028-69982575咨询。

温馨提示：本报读者提前电话预
约，可享免费拍片检查、免费检查牙
齿松动度、免费制定镶牙种牙方案、
免费术前洁牙等福利！每天限20名。

夏季银屑病“蒲公英行动”
公益免费普查来了！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具有冬重
夏轻的发病规律，是一种反复发作久
治不愈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夏季气
温上升，皮损往往会有自行消退的趋
势，银屑病逐渐进入治疗最佳季节。

近年来，在我国患病率逐渐增
加，以青壮年为多，严重威胁着人们
的身心健康。由于对该病缺乏正确认
识，很多银屑病患者常常承受着巨大
的心理压力，导致情绪低落，不利于

病情缓解控制；还有患者寻求根治
“妙方”，四处求医，甚至上当受骗。

很多患者在夏季不再进行治疗，
误认为银屑病会自愈。但在夏季由于
银屑病患者体内相关致病的易感基
因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此时气温
高、光照足，体内阳气上升，气血充
沛，使药物通过经络气血直达病灶
处，可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夏
季反而是治疗银屑病的有利时机，并
可为秋冬储备阳气，延缓复发周期及
症状。

“蒲公英行动”是为了银屑病患
者的身心健康，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让爱心像蒲公英一样传递给每位患
者。为进一步做好夏季抗复发巩固治
疗，四川皮肤病名医工作室联合数十
位银屑病皮肤病专家，共同开展银屑
病医学公益普查活动，5月1日-5月
7日患者可拨打健康热线报名，免费
进行银屑病诊前项目检查。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

3日，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上云南
瑞丽公安局姐告分局，接电话的民警经过
查询，确认了解救唐坤一事。

遂宁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的民警提醒，
近年来，有不法分子与境外赌场人员相勾
结，以中国公民为对象，通过网上聊天的
方式先骗取受害人信任，进而采取免费提
供食宿和往返车费等诱人方式，引诱我国
公民偷渡出境旅游，到达境外后免费提供

筹码供其赌博，赌博结束后要求退还赌
资，并对其进行关押和殴打，勒索其家属
支付高额赎金，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

遂宁警方介绍，经过他们向姐告警方
了解，去年，姐告警方成功解救了类似唐
坤情况的受害人330名，今年1月1日至唐
坤被解救时，共救出58人。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图片由唐坤家人提供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提醒：

种植牙，送缺牙母亲最好的礼物

云南瑞丽警方去年解救类似
受害人330人，今年解救58人

360 公司旗下水滴直播
平台及360智能摄像机用户
侵犯市民隐私权的问题，近
日持续发酵。在这起事件中，
水滴直播平台做出了哪些改
善？360智能摄像机用户，尤
其是商家作何反应？市民如
何评价？成都商报记者继续
展开调查。

商家
隐私权保护意识普遍薄弱

在水滴直播平台，编号为
35926和35934的直播房间，是
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街的一家

“老麻抄手”餐饮店。“摄像头都
是电工来安装的，安装之后我
几乎没管过。”5月3日，成都商
报记者来到该餐饮店，老板娘
告诉记者，水滴直播上出现的
上述2个直播房间确为自己的
店铺，但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
对电子产品不太了解，直播所
用的两个摄像头都是2016年
夏天自己购买后，请电工帮忙
安装的，直播所用到的APP，也
是让电工帮自己设置的。对
于店铺是否涉嫌侵犯顾客隐
私，老板娘表示：“我们不懂隐
私权，如果侵犯了隐私，我们
可以不公开直播。”

记者随后电话采访了多
家商店，他们与餐饮店老板
娘的态度类似。成都市一家
在酒店过道内做监控直播的
酒店老板告诉记者：“安装的
时候，没有想到隐私权的问
题，如果侵权，我们立即将摄
像头拆掉。”5月3日晚间，记
者在水滴直播平台已经找不
到该酒店的直播房间。

也有一家公开直播的商
家老板默认自己懂得隐私
权。“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直播

了，这肯定侵犯了我的隐私
权。”成都一家啤酒馆股东吕
先生告诉记者，店内的 360
智能摄像机是两年前由另外
的股东安装，自己一直不知
道。吕先生告诉记者，在顾客
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播，的确
侵犯了顾客的隐私权。“关闭
直播很简单，我们将尽快关
闭。”吕先生说。

市民
一边是愤怒 一边是无奈

“你认为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公开直播，影响到自
己的隐私权了吗？”带着这个
问题，记者来到多个正在直
播的商店，并将直播画面向
这些商店顾客展示。“太可怕
了，的确是楚门的世界。”张
先生在看到自己的形象出现
在直播画面中后，愤怒的地
告诉记者。记者询问张先生
是否会向商店提出不满或者
维权，张先生无奈地表示“不
会，这就太麻烦了”。

张先生的观点代表了大
多数市民的观点，一边是愤
怒，一边是无奈。“这有什么
办法，我也不可能找他们打
官司。”家住成都市成华区的
李小姐告诉记者，商家应该
换位思考，如果他们自己的
形象出现在别人的直播中，
会作何感想？谁来监视那些
商家和平台呢？

也有部分民众表示理
解，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他
自己就曾经意外出现在别人
的直播中。“见怪不怪了，我
认为他们的确侵犯了我的隐
私，但互联网时代的隐私本
就越来越少，也得接受。”王
先生说。

商家隐私权保护意识普遍薄弱
“安装的时候没想到

如侵权，立即拆掉摄像头”
水滴直播平台针对四种类型的直播做出改善措施

5月3日下午，记者联系
到360公司旗下水滴直播平
台产品经理张西胜，他告诉
记者，水滴平台近期已经做
出了部分改善，具体有以下
四点。
1.课堂直播

在现有“幼儿园模式”之
外（老师发送“分享码”给家
长，“分享码”有效期为半小
时，并且一人一码，成功分享
后“分享码”即失效），水滴将
提供“群密码”加密直播模
式，老师可以给家长们一次
性发送邀请密码，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减少老师们的
工作量。

加密直播模式只给家长
提供密码，只有家长才可以
看。未来课堂都要采用加密
直播这种方式。
2.商家直播

要求商家直播商店内的
画面时，在直播区域设置明
显的直播提示，张贴提示贴
纸。早在2015年水滴直播平
台就为商家免费提供贴纸服

务，用于商家提示顾客在直
播。未来将更加严格要求，并
为商家提供申请“提示贴纸”
的链接。
3.家庭直播

我们会加强提示，当摄
像机的机主将家庭画面分享
给全网用户的时候，会提醒
机主注意个人隐私的保护，
谨慎直播，同时对家庭直播
的用户做回访。
4.办公室直播

用户在分享办公室直播
画面的时候，水滴将加强安
全提示，包括“摄像机不要对
着屏幕，不要对着键盘，关闭
声音”等。

另外，张西胜还告诉记
者，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和水滴直播用户协议，自4月
1日以来，我们主动处理了全
国范围内200多个发布违规
内容的直播房间。对于近日
成都地区消失了33个直播房
间，张西胜则表示：“这是商
家自行撤除的，与违规无
关。”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水滴直播平台
针对四种类型的直播做出改善措施

遂宁小伙被骗缅甸
欠下15万“赌债”

21岁的遂宁小伙唐坤（化名）回家了，但被骗缅甸
12天的经历，算是噩梦一场：不能吃饭、睡觉、上厕所，
还随时挨打。

原来，4月初，唐坤网上认识了云南“马哥”，被邀
请免费游，涉世未深的唐坤到了云南瑞丽，然后直接
被带到了缅甸一家赌场，被迫欠下了15万元“赌债”，
随后12天遭到拘禁挨打，并被对方录成视频发给唐
坤父母，索要15万元赎人。

3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在遂宁、云南、缅甸警方
的联合行动下，唐坤被成功解救。而云南瑞丽公安姐
告分局，去年一年解救了类似受害人330人，今年1
月1日至唐坤被解救出来时，共解救58人。

“免费游”

4 月 2 日上午，遂宁人唐
先生（化名）到遂宁市经开区
公安分局报警，称自己的儿子
唐坤被绑架到缅甸，对方索要
15万元赎金。

“家人当时非常害怕，但
也怀疑这是一个骗局。我们立
即组织警力展开调查，并逐级
上报。后来确定唐先生儿子唐
坤确实在缅甸。”3日，办案民
警介绍。

4月1日，唐坤失踪。次日
上午，唐先生接到了一个非常
陌生的电话号码，他还是接听
了，此时，对方传来了儿子唐
坤的哭声：爸爸，拿钱救救我
……

“后来儿子说他在缅甸，被

人骗去进了赌场，说输了15万，
对方把他拘禁了，要求拿钱赎
人。”唐先生介绍，儿子唐坤在
遂宁送外卖，有固定职业，且不
是爱赌的人，他怎么也想不通
儿子会到缅甸赌博，且输了15
万元，“开始我还以为是骗人
的，但我打儿子电话打不通。”

随后不久，唐先生的儿媳
找来，称自己手机上收到了唐
坤的微信，里面是一段视频，
唐坤全身只穿一条内裤，还有
一人用藤条打，唐坤哀求父亲
拿钱救人。此外还有一张照
片，唐坤背部全是伤痕。

看着事情不对，唐先生随
即到当地派出所报警，称儿子
被绑架。

3日，遂宁市公安局经开
区分局办案民警介绍，接警
后，他们随即展开调查，通过
对唐先生接到的号码进行查
询，确系缅甸的电话号码。

通过层层上报，遂宁警
方与云南瑞丽市公安局姐告
分局取得联系，请求协助解
救。姐告分局与缅甸警方取
得联系，经过调查，确认唐坤
就在缅甸一家赌场。4 月 15
日，当地警方将唐坤解救出
来，送到姐告分局。

办案民警介绍，唐先生及
家人也赶到云南接到了唐坤，
由于唐坤受伤，在云南当地医
治了两天，4月17日回到遂宁。

唐坤介绍，他在 3 月下
旬，由于心情不好进入了“戒
赌吧”，并在一条帖子后留言

“心情不好”，这时，一名自称
“马哥”的人回帖，称自己心
情也不好。由于两人聊得比
较投机，便互留了 QQ。多次
闲聊之后，马哥邀约唐坤到
云南旅游，并承诺帮唐坤订
购机票。

“当时我以为他在开玩
笑，把身份证号码告诉了他，
当天下午他就把订机票的信
息发给了我。当时我看到他
那么够朋友，还比较感动，就
给家人说到成都去。”唐坤
说，没想到，这就是他噩梦的
开始。

唐坤到达成都双流机场
后，乘坐飞机到了云南昆明，
然后又从昆明到了芒市，紧
接着打了辆出租车到了云南
瑞丽的一家酒店。在酒店休
息了一个多小时后，唐坤便
跟着马哥上了船，稀里糊涂
地到了一个地方：缅甸。

“当时他说乘船散心，没
想到下船后就到了缅甸。”唐
坤说，下船后，马哥直接带他
到了赌场，并塞给他一堆筹
码，让他随便玩。赌场中，百
家乐、龙虎斗、二十一点、双
联、斗牛……应有尽有，而他
也将筹码输个精光，“这时，
马哥说筹码值 15 万元，让我
掏钱买单，这时我才有所醒
悟，上当了。”

3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唐先生手机上
看到了唐坤在缅甸的3个小视频，每个视
频只有短短7秒钟。

第一个视频，唐坤蹲在地上，一只手
戴着手铐，只穿一条内裤，哭着用普通话
说：爸爸，把钱还了，我真的受不了。随后,
有人不停扇耳光，视频中传来“啪啪”的巴
掌声。

第二个视频，唐坤蹲在地上，双手反
铐背后，嘴上戴着一个小口罩，一人不停
用竹条抽打唐坤背部，另外传来一人的普

通话声音：快点把钱还了，听见没有，打！
第三个视频，只有唐坤的头像在动，

情绪还算稳定，并说道：老婆，我想看下幺
儿，这阵哥他们不得打我，我看下幺儿嘛，
我想幺儿得很。记者仔细听后发现，在唐
坤开始说话前，有人在说“说嘛”。

唐先生介绍，这几段视频是几天内不同
时间发的，另外还有一张照片，唐坤被双手
反铐跪在地上，露出了背部，背上全是伤痕。

“他们打得太凶了。”3日，再次看到视
频，唐先生眼泪掉了下来。

从被拘禁到警方解救，唐坤经历了这
辈子都不愿提及和回忆的12天。这12天，
对唐坤来说，就是生死12天，不仅天天挨
打，还得喝下自己的小便。回到遂宁半个
多月来，唐坤虽在家中休养，但时常被在
缅甸的噩梦惊醒。

记者：视频中看到你一只手戴着手
铐，旁边似乎还有和你类似的人，你们有
好多人被关在一起？

唐坤：我们有十几人，来自全国各地不
同的地方，每个人都被脱掉衣服和鞋子，只
穿一条内裤，然后每个人的其中一只手戴
着手铐，十几人全部被手铐连在一起。

记者：关你们的屋子是一个怎么样的
环境？有多少人看守你们？

唐坤：只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具体在
哪里我也不知道。房间里面只有看守休息
用的小床，其他没有任何东西，每天有六、
七人轮流看守我们。

记者：这12天你是怎么生活的？吃饭、
睡觉，怎么解决？

唐坤：这12天就是地狱般的生活。他
们根本不准我们睡觉，两三天才让我们眯
两三个小时眼，其他时间如果太困了眯
眼，他们就拿竹条使劲抽打我们。吃饭要
看他们心情，最少两天才能吃上一次饭。
他们还不准我们上厕所，也是一两天才能
上一次。更可恶的是，谁要是上厕所，不管
大便小便，他们都用一个东西接下，然后
逼着上厕所的人喝下或者吃下，不听就是
几人轮流殴打。

除了不准吃饭、睡觉、上厕所外，每天
挨打是家常便饭。他们想起了就对我们进
行殴打，逼着我们向家人要钱，然后录视
频，刚开始时，我也想自己扛一下，但真的
扛不住，只好给他们录视频，向家人要钱。

记者：现在你伤情怎么样了？对于自
己被骗，有没有什么话提醒其他读者？

唐坤：现在伤情基本恢复了，暂时也
没有上班，我只想告诉大家，天上不会掉
馅饼。我现在只想好好休息，再也不愿意
提起这个事情了。

儿子在缅甸被绑架索要15万赎金

受邀“免费游”后 骗入缅甸赌场

脱光挨打 逼着向家人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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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手机上的照片显示，唐坤背部全是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