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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7122期排
列3直选中奖号码：

486，全国中奖注数4637注，单注
奖金 104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48692，全国中奖注数26注，单注
奖金10万元。●电脑体育彩票“七
星彩”第 17053 期开奖号码：
6666458，一等奖0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3D”第
2017122 期 开 奖 结
果：045，单选1097注，

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
注奖金346元，组选6，1943注，单
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 "第2017053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15、04、09、31、
29、11，蓝色球号码：06。一等奖6
注，单注奖金7534369元。二等奖
77注，单注奖金246854元。滚入下
期奖池资金716619576元。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兑彩票

把握救命的“白金十分钟”
做自己的“急救医生”

争分夺秒是医生治病救人遵循的
原则，每一场抢救都无异于一场战斗。
但是在许多突发情况发生的十分钟
内，专业救助人员难以立马赶到现场，
需要人们积极动手参与自救与互救。

“这十分钟比黄金还珍贵，懂得自救
互救技能很重要。”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生
介绍，人的呼吸、心跳一旦停止，45秒后
瞳孔散大，4-6分钟后脑细胞发生不可
逆损害，10分钟后脑组织基本死亡。5月
12日（本周五）四川省人民医院将开展

“急救白金十分钟—自救与互救”为主题
的急救知识培训活动，省医院急救中心
医护人员将手把手给市民讲授和演示心
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术。

老教授突发心梗
孙女将其救活

70多岁的刘大爷是一位退休大学
教授，上个月的一天早晨起床后不久突
发心梗倒地，心跳、呼吸骤停。刘大爷老
伴儿不懂急救，急忙拨打120后只能站
在一旁干着急。幸运的是老人的孙女曾
经学过心肺复苏。危急时刻，她临危不
乱，立即为老人做起了心肺复苏。经过
前后十分钟的按压，老人终于恢复了意
识。十五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
人送到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第一时间的急救成功挽救了老
人的生命，赢得时间就是留住生命。”
省医院急救中心主任曾俊说道。

急救专家手把手教你
心肺复苏技术

这周五下午2点，四川省人民医院
将在医院第三住院大楼一楼举行以

“白金十分钟—自救与互救”为主题的
急救知识培训活动，目的是为了纪念
5.12汶川大地震，向广大市民推广普
及急救知识和技术。

曾俊说道，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常
常会遇到一些意外伤害和突发疾病，能
否在第一时间进行科学有效的抢救，是
病人能否获得成功救治的关键。“我们
有义务来推动这项以普及急救知识为
目的的“急救白金十分钟”公益活动。”

据悉这次除了医护人员和患者
外，省医院还将邀请周边草堂小学的
学生们，公交公司的司机以及交警四
分局的民警一起来学习急救知识和技
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如果你也想参与这个活动，可以
拨打电话“028-69982575”报名参与。

成都商报记者 康耕豪

风雨又来 后天放晴

从昨日夜间开始，成都云层
开始增厚，今日午后到傍晚西部
地区将率先开始降雨，到晚上雨
水范围扩大，以小雨为主，局部地
区中雨。降雨时伴有4-6级偏北
风，气温变化不大。11日白天雨水
渐歇，天气转好，到12日白天天空
放晴，最高气温达28℃。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多肉植物还能再火多久？
这是商家和玩家最关心的问
题。对于多肉植物市场的未来，
大多数业内人士仍然看好，他
们认为多肉植物价格的回落，
是市场的理性回归，多肉植物
的价格不会再暴涨。成都销售
商张先生认为，便宜的价格可
以被更多的普通消费者接受，
市场会越来越大。

还有种植户还表示，在国
内，多肉植物的价值还没有完全
被开发出来，可实现产业链条延
伸。例如，多肉植物组合盆景、室
内微景应用、室外绿化造景、多
肉植物种植培训服务等，都是未
来可以探索的方向。另外，在北
京、上海等一些城市，以多肉植
物为主题的农家小院、咖啡馆等
均已经出现。

“以前价格贵，买的人少。
现在价格降了，买的人多了，
销 量 比 以 前 大 增 ，薄 利 多 销
也 可 保 证 原 来 的 利 润 。从 春
节到现在，我们有两万多元的
利润。”成都一名多肉植物销
售店主表示，整个产业还是很
看好。

事实上，当前多肉植物产
业的效益仍旧不俗，不过很多
种植户并不愿意透露具体的利
润。“多肉植物是一个高产出的
行业，如果产品走得快，利润是
相当可观的。”成都多肉植物种
植户李先生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不听话就把你交给派出所，喊警察把你
抓走！”不少家长在孩子犯错误时，总会这样

“教育”孩子。近日，青白江的一位妈妈就真的
这样做了（相关报道见昨日成都商报A04版）。

此事经成都商报报道后，引发了广大网友的
热议。在广东工作的张女士向记者表示，她就经
常被父母这样吓唬，以至于成年后，她见到警察
还有些害怕。同时，不少网友提出，除了警察外，
医生和教师也时常被用来吓唬孩子。“本来都是
帮助人的职业，却被用来吓唬人”一位网友说。

被父母吓出童年阴影

妈妈带“不听话”的儿子前往派出所接受

“教育”一事，让远在广东上班的张女士想起
了自己的童年。张女士说，小时候自己有些调
皮，每次犯了错误，父母就会一本正经地说要
让警察来抓自己，“以至于小时候看到警察就
会哭，躲在家人身后。”张女士说，这成了她的
童年阴影，现在看到警察还有些害怕。

“不听话就把你交给派出所”“不听话就喊
医生把你带走打针”“不好好做作业就给老师
打电话”……网友“虚骰子”表示，警察、医生、
老师等等，本来是帮助人的职业，现在却被用
来吓唬孩子，家长的教育方式“真得改改了”。

“别让孩子害怕那些在危机时刻能救人
的人。”网友“呐拿娜娜”认为，不能让警察医
生等职业成为孩子害怕的对象。成都市民罗

女士的孩子今年刚刚上幼儿园，“我从来不会
跟孩子这样说。”罗女士说。她表示，小孩子虽
然调皮，但如果好好地去跟他谈，讲清一件事
的利害关系，他们是能够理解的。“我孩子现
在才4岁，现在他都知道如果走丢了，看不见
爸爸妈妈就要去找警察叔叔帮忙。”她说。

一味吓唬不如以身作则

“孩子某些习惯的产生，是不是也与父母
自身有很大关系呢？”简阳的庄先生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孩子有样学样，如果我们能在生
活中多陪陪孩子，或者多去了解孩子的心理，
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呢？不能老是一副恨铁不

成钢的样子。”
庄先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对孩子的

教育上，他认为，父母的行为是一面镜子，在
教育孩子时，不能一味吓唬，自己首先得以身
作则。“前几天一则新闻，说一个娃娃的日记
里写到爸爸经常耍手机，很少陪自己玩，这其
实就是做父母的没有做好榜样，因此，当有一
天你说孩子成天耍手机不听管教的时候，先
想一下是不是自己造成的结果。”

魏先生是一位大学老师，在教育孩子的事情
上，他认为，可能家长的做法有些过激，但出发点
是好的，只是方式有些不当。“让孩子有畏惧感是
没有问题的，不过更重要的应该还是爱和温暖
吧。”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岳依桐

中低档多肉植物价格大跳水，有的品种降价几十倍
经销商：100元可以买一窗台

多肉
割肉

胧月、静夜、王妃笹之雪、泷之白丝、落日之雁、
旭波之光……这些佶屈聱牙的词汇，都是多肉植物
的“芳名”。连日来，成都商报记者调查采访发现，从
2012年至2015年，经历一番火爆之后，如今，国内
多肉植物的中、低档产品价格普遍大幅下滑。

以前均价达8元一盆的一种常见品种，现在只
卖2元一盆；一种叫“吉娃娃”的品种，以前一小盆可
卖30至65元，如今价格低至2元。用多肉植物销售
商的话说，“现在100元钱，可买一窗台多肉植物。”

目前成都多肉植物市场的产值尚无法统计，但
四川省花卉协会多肉植物分会副会长、成都多肉植
物市场的资深人士李攀表示，多肉植物的暴利时代
已结束，市场步入稳定发展阶段，将以更加“亲民”
的价格迎合市场需求。

昨日傍晚，在成都的一栋公寓阳台上，80后代
女士摆弄着多肉植物。3年前，她开始养多肉植物。

“我就是觉得它们很可爱，忍不住就买了。”代女士
介绍，这3年来，她先后购买了几十盆多肉植物。“这
些品种不但外表讨喜，还能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
光照环境中变换颜色。”所以，养多肉植物成了她一
项很重要的爱好。

代女士有很多朋友都养多肉植物，他们少则养
几十盆，多则养数百盆。搭配上创意花盆的多肉植
物，成为许多都市女性朋友圈里经常晒的宠儿。

为何要养？代女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大都市
生活节奏较快，各方压力都比较大，养多肉植物成
了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养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更
是一种生活态度。”代女士说。

据一个多肉植物互联网平台的市场调查，多肉
植物的消费人群中，女性占6成；在年龄分布方面，
72%的消费者在18岁到30岁之间。一位业内人士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多肉植物真正为人熟知，是在
2013年前后，他们将多肉植物的流行归功于韩剧的
热播。萌萌的多肉植物在剧中的频繁亮相，让其迅
速成为都市白领的新宠。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成都市场销售的多
肉植物主要来自昆明、上海、西昌及成都本地。其
中，西昌因为种植成本低，地域优势明显，占极大的
市场份额。最近几年，不少成都老板转战西昌，大规
模种植多肉植物，再返销抢占成都市场。目前，西昌
已成为省内最大的多肉植物种植基地。

随着多肉植物走红，不少“肉友”开始将兴趣变
为事业。成都小伙尧明是一个多肉爱好者，之前在
成都工作，现在在西昌规模化地种植多肉植物。

2013年前后，多肉植物市场开始火爆，尧明决
定扩大多肉植物的种植规模，先后到了云南大理等
地考察，但最终他选择了离成都更近的西昌。“西昌
气候、光照好，一年的光照可达2400多个小时。”尧
明介绍，他先后投资了几百万元，在西昌礼州白沙
村建了一个50亩的多肉植物种植基地。据尧明介
绍，他的多肉植物种植基地现在已建成25亩，大棚
内培育有1000多种多肉植物，不仅有从韩国、日本
等多地引进的品种，还有正在培育的杂交新品种。
培育的多肉植物主要销往成都，目前，平均月销3万
多盆。

另一位种植者陈忆帆也来自成都，目前也在西
昌种植多肉。陈忆帆毕业后，就职于一家水利科研
单位，之后辞职，又做了几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大
约5年前开始，他与另外2名合伙人在上海开始了多
肉植物种植创业之路。2015年，陈忆帆来到西昌，在
礼州田坝村先后投资了四五百万元，建起了65亩多
肉种植基地，“现在每月销往成都10万盆以上，月销
售额达20余万元。”他说。

“能不能卖得起价，除了生长时间外，
就要看它的品相。”成都多肉植物种植户
杨先生说，多肉经济其实就是“颜值经
济”，品相越好的价格越高。在他看来，多
肉植物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带来巨大
产值。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多肉植物的
产值在20亿元以上，而其带动的相关产业
总产值达50亿元。

“从2012年到2015年，多肉植物一直是
暴利销售，年赚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的种植
户不在少数。”多位多肉植物种植户透露，这
3年行情最好时，有的品种可卖到数万元，不
少发烧友为了求购新奇品种，不惜花费重
金。这些种植户表示，多肉植物最火的时候
还是2015年，那时玩家前一天购买一盆100
元的多肉植物，第二天再拿到网上转售，价
格可能一下子涨到300元。

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初，是多肉植
物市场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包括成都在
内，国内多肉植物销售价格大幅下降。

“现在100元就可买一窗台的多肉。”
5月2日，成都一名多肉植物销售商李敏
（化名）笑着说。相比两三年前，成都地区
的中低档多肉植物价格已大幅下滑。比
如一种叫“吉娃娃”的品种，以前小的一
盆就可以卖30至65元，如今价格低至2
元。另外，有的品种以前卖8元一盆，现在
也只卖2元一盆。

李敏表示，目前在成都，中低端价格
的普通多肉植物更受市场欢迎，以几块至
20块的品种为主。“太贵的也不卖，买的人
不多。”她表示，现在大多店铺走的是大众
路线。多肉植物的价格大幅下降，自然影
响商家利润，“过去一盆普通多肉植物可
以赚6至8块钱，但现在每盆只能赚1至4元
钱。”李敏说。

多肉植物价格为何开始走低？多名种
植户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
多数多肉植物的繁殖难度不大，对场地要
求也不高，很多品种可以无性繁殖，有的
仅靠一片叶子就能繁殖出一大片，且生产
成本低，培育几个月即可上市。业内人士
介绍，市面售价5元一株的多肉植物，批发
价约为2.5元，对于经销商而言，毛利润可
达一半。而对于种植户，成本也在1元以
内。因为繁殖难度低，利润可观，多肉植物
的种植户呈井喷状增多，这就导致市场供
应量快速上升。“经过几年的高速增长，多
肉的量上去了，价格自然就压低了。”一位
种植户说。

四川省花卉协会多肉植物分会副会
长李攀介绍，这两年，成都有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到多肉植物的经销中，据不完全统
计，大大小小的种植户和销售商至少上百
家。目前，这个数量还在高速增长。

除了货源充足以外，线上冲击也是多
肉植物价格跳水的原因。“多肉植物的受
众以80、90后为主，而且多肉植物本就是
靠网络营销火起来的，一旦量多导致竞争
激烈，线上店铺肯定会先降价来分一杯
羹，这样又挤占了一部分多肉植物的销售
市场。”一位业内人士说。记者在淘宝网上
搜索发现，大多商家销售的多肉植物价格
在几元至二三十元之间，还常出现“一元
秒杀”的多肉植物。

记者了解到，相对中低档产品的大
幅降价，一些数量稀少的高端品种，及生
长年限长的品种价格仍然没有松动，现
在单价几千至几万元的品种依然存在。
不过，部分业内人士也认为，多肉植物市
场还是存在炒作的成分，所以价格有时
会高得离谱。

部分单价
猛降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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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产业链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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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话就把你交给派出所？
妈妈真这么干了”

网友吐槽：
小时候父母一句“警察来了”
现在看到警察还会害怕

尧明在西昌的多肉植物种植园

尧明的种植园内，工人正在种植多肉植物

这盆叫“吉娃娃”的多肉植物，以前一小盆可卖30至65
元，如今价格低至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