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给你说，你看，你们的愿望我
们可以努力帮你实现，所以你也要努力
地好起来，实现你的冠军梦。”22日上午
10点，省医院儿科病房里，退役田径运
动员王冉、林洋、任驹为琅琅送来了一
份特殊的礼物——他渴望已久的偶像、
乒乓球大满贯选手张继科的亲笔签名
球拍。就在21日晚上，在蓉参加2017中国
乒乓球公开赛（成都）的张继科在球迷

见面会上，得知了正在和病魔作斗争的
小粉丝琅琅希望得到一副签名球拍，当
场挥笔在球拍上写下“健康”的祝福语。

“等你好起来，想学乒乓球，可
以来找我们帮忙找教练。”王冉等鼓
励着琅琅。

王冉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和林
洋、任驹都是退役的田径运动员，曾在
一些赛事上获过冠军，现在是成都云公

益发展促进会的志愿者。6月10日，得知
琅琅因为生病无法再继续打乒乓球了，
很想要个偶像张继科的签名球拍，3人
立即行动起来，托在役的队友帮忙，多
方联系张继科的教练团队，希望帮助琅
琅完成这个心愿。

王冉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前后花
了10多天，终于联系上了，张继科欣然
答应为琅琅签名。

孩子“逮猫猫”右手骨折
一起玩的10名同学被判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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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上午，一场巡回审判在盐
边县共和乡中心校的操场举行。该案
是一起学生玩游戏过程中致伤而引起
的健康权纠纷。考虑到当事人众多，而
且居住偏远，盐边县人民法院决定采
用巡回审判的方式审理该案。

案件发生于2016年4月8日，当时
还没满8岁的小成在共和乡中心校就
读。当日上午10时许，学校组织学生做
完课间操后，小成与其他10位同校同
学玩“逮猫猫”游戏，在追逐的过程中，
由于他跑得快，在接近宿舍处的外墙
时，伸出右手触在墙上，致其右手前臂
受伤。

小成受伤后，学校当即送医治疗，
并及时通知了原告的家属。之后，小成
被送往盐边县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

右尺桡骨中下段骨折。经20天的治疗
出院，花费住院费等1万余元。后经司
法鉴定中心鉴定，小成的损伤程度不
够伤残等级标准。事发后，当地有关部
门多次主持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案
件便被诉至法院。

“学校虽然建立有管理制度，但落
实、宣传不到位，儿子小成与其他10名
同学做游戏，该游戏存在一定的危险，
共和学校有义务制止而没有及时制
止，造成损害的发生，共和学校存在过
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同
时，10名学生对原告的损害也有过错，
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小成的父亲龙
先生认为，10名参与游戏的同学及学
校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故索赔医疗
费、护理费等共4万多元。

诉讼：
不存在价格违法？很荒谬

身为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理事长，从2010年起，下肢
瘫痪的廖国龙就和汽车结下了
不解之缘。当年，公安部对驾考
政策做出调整，允许像廖国龙
这样的肢残人士合法驾考，廖
国龙成为全国首批拿到驾照的
肢体残疾人。

廖国龙介绍，去年12月，自
己驾驶残疾人专用车，在友豪
锦江酒店停放车辆时，虽向停
车场工作人员出示了相关证件
并告知了酒店相关政策，仍被
停车场强行收取费用15元。

对于廖国龙这一说法，友
豪锦江酒店表示，事发当日，廖
国龙并没有亲自驾车，而是坐
在副驾驶位置，车辆也不是残
疾人专用车。“酒店停车场确实
没有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位，
但我们的费用，全都是按照停
车场内的明码标价收取，不存
在乱收费问题。”

随后，廖国龙向武侯区发改
局进行价格举报。经调查后，武
侯区发改局向廖国龙出具了

《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并
明确：“没有发现友豪锦江酒店
停车场提供机动车停放服务时
存在价格违法行为。友豪锦江
酒店停车场没有设置残疾人专
用停车泊位和显著标志。”因对
这一回复不服，廖国龙提起行
政诉讼。廖国龙表示，酒店没有
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泊位已和
相关规定不符。“在这一基础之
上，物价部门竟然称不存在价格
违法，这很荒谬。”

回应：
严格依照权力清单行事

对于残疾人专用停车位问
题，《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第四
十五条明确：“公共停车场所应
当在最方便的位置设置残疾人
专用停车泊位和显著标志，供残
疾人免费停放。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占用。50个以下车位的公共
停车场应当设置1个残疾人专用
停车泊位，50个以上车位的按不
低于2%的比例设置。”

为进一步贯彻上述实施意
见，去年10月24日，成都发改
委、公安局、建委、教委和残联
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此即成
发改收费（2016）846号文件。文
件中，再次对实施意见中有关
残疾人专用停车泊位设置及免
费等问题进行了强调。

武侯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天接到廖国龙举报后，
他们随即组织人手进行调查，

“对方是否价格违法，我们通常
的标准就两个：一是停车场有
没有明码标价；二是具体收费
过程中，有没有严格依照公布
标准进行收费。酒店连残疾人
专用停车泊位都没有，换句话
来说，连免费的基础条件都不
具备，物价部门只能认定对方
不存在价格违法。”

而对于酒店停车场是否应
该匹配残疾人专用停车泊位，
该负责任表示，这已超出了发
改局的职权范畴。“我们只能严
格依照权力清单行事。要不然，
违法的就是发改局自身。”

而在成发改收费（2016）
846号文件第三条，即保障措
施中，相关表述为“各级交通
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
本辖区内路外公共停车场经
营者的教育培训和指导工作，
确保其切实掌握并严格执行
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泊位供
残疾人免费停放的相关规定，
进一步完善服务措施，做好相
应的停放记录”等。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今年年初开学，家住北川的琅琅马
上要参加比赛，因此第一天开学就训练
得格外卖力。训练过程中，琅琅突然感
觉头晕。回到家，琅琅妈妈刘燕发现，琅
琅脸色惨白，原本还以为是训练太累，
但接下来几天没有好转，夫妻俩赶紧把
孩子送到当地医院。“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当时一听到确诊，我连站都站不
住了。”刘燕说，一开始，家里是瞒着孩
子的，琅琅一直以为自己只是贫血，吵
着闹着要回去训练。

琅琅练乒乓球已经有两三年了。二
年级时，比乒乓球桌高不了多少的琅琅

偶然一次跟着老家一位叔叔打乒乓球，
这位叔叔发现琅琅很有天分，鼓励琅琅
好好学。从那个时候起，琅琅就在学校
球队跟着教练练球。

去年六月，在北川县运动会乒乓球
少年组的比赛上，琅琅抽签所在的小组，
对手都是省队队员。“有教练说，他可以
去省队训练。”刘燕告诉记者，琅琅一心
想进省队，像偶像张继科一样，拿世界冠
军。但刘燕和丈夫靠着开早餐店赚钱养
家，没有经济实力送琅琅去省队。

生病后，已经懂事的琅琅知道白血
病对自己而言意味着什么。为此，琅琅

一度拒绝到成都治疗，好不容易被说
服，刚到省医院的第一个月也不愿意说
话，主治医生、社工常常陪他聊天，慢慢
地琅琅开始配合治疗。

现在，琅琅正在接受第四个化疗疗
程，目前已经花了超过16万元，琅琅的
爷爷奶奶分别受伤、重病，姐姐有两个
孩子需要抚养，仅凭爸爸妈妈开店赚的
钱，已经无力支付接下来骨髓移植所需
的预计超过40万元的医疗费用。

21日，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和成
都市仁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为琅
琅发起了众筹，筹款目标为40万元。

人到晚年，不愁吃不愁
穿，独为缺牙忧愁。如何能
省钱省心修复缺牙，在晚年
尽兴地吃上美味，成为缺牙
人迫切想实现的愿望。
快，种植牙手术时间短

种植牙修复缺牙的优
势非常明显，但很多市民有个
误解：一听到手术二字，就以
为种植牙是一项大手术，要很
长时间才能完成。其实不然，
种植牙是微创手术，痛苦少，
时间短。口内条件好的，先做
好口内消毒、麻醉等准备工
作，然后再植入种植体、上基
台，过程只需较短的时间。
好，当天种牙当天用

有的人牙槽骨好，希望能
快速装牙吃饭；有的人对美观
度要求高，不想因为缺牙影响
面部美观；或者有的人因急事
需早日装牙。只要牙骨条件好，
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当天种当

天吃饭。这不仅减少了治疗次
数，也能早日享受美食。
省，包干价省钱省心

相较于烤瓷牙磨损邻牙、活
动假牙中看不中用，种植牙的牙
根深植于牙槽骨内，稳固，咀嚼力
强，不伤邻牙，外观如真牙。种植
牙包干特价：含进口牙根、基台、
牙冠、手术费在内，省钱又省心。
缺牙半口/全口的，也可选种植2
颗/4颗修复，能省很多治疗费用。

读者福利：针对本报读者，
提前电话预约，可享免费口腔拍
片检查、免费制定种植牙方案、
免费术前洁牙。

四 川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
028-69982575

成都

今日 多云 19.8℃~30.6℃
南风 1～2级

明日 多云转阴 21.7℃~30.4℃
南风 1~2级

今日尾号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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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电脑型中国
体育彩票全国联销
“排列3和排列5”第

17169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
码：644，全国中奖注数2085
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
中奖号码：64459，全国中奖

注数36注，单注奖金10万元。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7星
彩 17073 期 开 奖 结 果 ：
7230024，一等奖0注。二等奖
12 注 ，每 注 奖 额 22778 元 。
10378375.13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7169期开奖结果：

854，单选1711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2657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 双 色 球 ”第

2017073期开奖结果：红色球
号码：06、16、03、23、26、30，蓝
色球号码：14。一等奖9注，单注
奖金7099806元。二等奖173注，
单注奖金136548元。滚入下期
奖池资金74755512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
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种植牙手术时间短？
缺牙选种植牙，当天种当天用

被收停车费
肢残人士状告发改局

在酒店停车，被收取停车费后，身为肢残人士的成
都市民廖国龙，向武侯区发改局进行价格投诉。发改局
回复称，未发现酒店在提供机动车停放服务时存在价格
违法行为。因对发改局这一回复不服，廖国龙将武侯区
发改局诉至法院，法院现已正式立案。

白血病乒乓少年的梦想：

想要偶像张继科的签名球拍
三位退役运动员接力为他圆梦

22日上午10点，在四川
省人民医院儿科病房，摸
着偶像张继科的亲笔签
名，11岁的琅琅眼睛里有
了光。

今年年初，自从知道
自己得的是白血病，已经
学了几年乒乓球的琅琅觉
得，自己的世界冠军梦怕
是无法实现了，为此，甚至
一度排斥治疗，妈妈刘燕
背地里不知道抹了多少眼
泪。一次偶然的机会，公益
组织了解到了琅琅的心愿
——想要一个偶像张继科
亲笔签名的球拍。三名曾
是运动员的成都云公益志
愿者得知后，四处托人帮
忙，终于帮他实现了这个
愿望。

在做完课间操后，8岁的
学生小成与其他10名同学玩

“逮猫猫”（又称“巴电”，即一位
同学将另一位同学逮住，被逮
住的同学就算输）游戏，结果
小成的右手撞在学校砖墙上，
导致右尺桡骨骨折。因多次调
解无果，小成的父母将10名参
与游戏的同学及所属的学校
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4万多元。
16日上午，攀枝花盐边县法院
的巡回审判在小成受伤的学
校举行，当地学生、5所学校负
责人等600人旁听了庭审。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从
盐边县法院获悉，学校在教
学活动中已尽到对学生的教
育管理职责，不承担责任，另
外10名参与游戏的学生也无
责任。但是鉴于他们与原告
在共同玩游戏的过程中，原
告受到损害，酌情由这10名
学生对原告各给予1000元的
补偿，该款由这10名学生的
监护人承担。

学校为何不担责？
据盐边县的办案法官介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
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
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家长为何要补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11名学生
所从事的游戏活动本身的性质不具有违
法性，该游戏不使用器械，也不具有对抗
性。案涉学生所从事的游戏是一种健康
有益的活动，不具有大的危险性。因此，
10名学生对小成的损害后果不存在过
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小成是与10名学生在一起玩
游戏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
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试行）》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
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
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
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
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规定，案涉学生
玩游戏，实际在为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
的过程中，其中一人即原告受到损害，
10名学生应给予原告一定的经济补偿，
补偿金额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为1
万元。由于10名学生为未成年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
十三条规定，其应承担的补偿费用分别
由10名学生的监护人承担。

田景燕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文中
“小成”系化名）

与小成一起玩游戏的学生家长
廖先生等认为，根据共和学校监控
录像及在场学生证明，参与游戏的
学生并未与小成发生碰撞及肢体接
触，相互有一定距离，属其本人意外
受伤；而小成还是一个学生，在校期
间学校负有安全管理责任。故家长
认为，参与游戏的学生不应承担任
何责任。

“学校对学生尽到了教育、管理职
责。”该学校辩称，学校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等及上级各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
教育、管理，在各班教室悬挂了《中小
学生守则》，向每个学生发放《学生手
册》等，其中写明“不做有危险的游戏”
等。而学校的《共和学校学生日常安全
管理制度》中也写明：“上体育课、活动
课、实验等课，应严格遵守纪律和操作
规程，要听从老师指挥，按有关安全规
则和要求进行，以防止安全事故的发
生”等。

该学校还称，在小成受伤前，学校
除将相关制度上墙、班主任老师每周
在课堂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学校相
关负责人多次组织学生进行集体教育
外，学校还聘请了法制副校长、法制辅
导员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另外，学校
的骆老师还针对“课间活动安全”这一
主题，对全体师生进行了安全教育，提
出了9项课间安全需要注意事项，其中
一项是：“课间运动不要太剧烈，不要
追逐打闹，避免撞伤或摔伤，要做到文
明休息……”

经过近3小时的法庭审理后，法院
当庭作出一审判决：学校在教学活动
中已尽到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职责，不
承担责任；另外10名参与游戏的学生
也无责任，但鉴于他们在与原告共同
玩游戏的过程中，原告受到损害，酌情
由这10名学生对原告小成的损失各给
予1000元补偿，该款由这10名学生的
监护人承担。

家长索赔家长索赔 学校没有尽到制止义务

当场判决当场判决 10名学生家长共补偿1万元

多/知/道/点

张继科亲笔写下祝福

需要超过40万元医疗费

3名退役运动员看望患白血病的琅琅

巡回审判现场（盐边县法院供图）

琅琅写的感谢信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王红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