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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感恩节口腔援助今日启动
缺牙者，可申请种植牙援助

为了唤起市民对牙齿健康的关
注，让更多市民重视牙齿问题，爱心单
位开展“感恩月·种植牙专项援助”大
型感恩回馈活动。即日起，牙齿有问题
的市民可拨本报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申请免费口腔检查、种
植牙专项援助，享受口腔援助优惠。

更实惠：
种植牙包干，假牙抵300元

为让缺牙市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在
感恩月期间，种植牙包干援助价：含进
口种植体、基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
更实惠。除此之外，为帮助市民摆脱假
牙给口腔带来的危害和给生活带来的
不便，特推出假牙升级优惠活动：有假
牙的市民，做种植牙可抵300元钱。

更省钱：种2颗恢复半口缺牙

很多半口全口缺牙市民，选择活
动假牙修复。但假牙易脱落，咀嚼效率
低，磨口腔壁，很难受。种植牙是将人
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内，缺哪颗种哪颗，
对邻牙无损，美观舒适、稳固性好。尤
其是缺半口/全口牙齿，还可选择种植
2颗恢复半口，种植4颗恢复全口的好
方法，降低对牙槽骨的要求，还能省很
多费用。

电话报名，可享免费项目

提前电话预约，可享免费项目：挂
号、拍片检查、口内常规检查、制定种
植牙方案、术前洁牙。为节约就诊时
间，请提前拨热线028-69982575预约。

彩民自述：按惯例下注，“大奖”飞了

50岁的赵先生是一个老彩民，多年来一直通过
电话向郫都区安靖镇海霸王批发市场门口的彩票
投注站购买彩票。赵先生称，11月7日晚7点半左右，
他电话下注了复式号码为109的彩票，金额为1600
元；此后他再次电话确认了一遍金额和选注号码。

赵先生说，多年交易和信任关系双方已有默
契，投注站多买一点少买一点赵先生都认账，次日
结账只要店家报金额不看彩票单即付账。

当晚9点开奖，福彩公布中奖号码为109，这意
味着1600元中奖50多万元。次日，赵先生带着女儿
一家人兴冲冲跑去投注站拿奖票，却被告知“没有
打到”（即没有购买）。这四个字，投注站老板黄飞
头天晚上9：31分通过短信发送给赵先生。

“我不用微信不用短信，如果他没有打到，为
什么不在我购票之后、开奖之前告知，而是在开奖
后半个小时告诉我？”赵先生说，他怀疑投注站老
板黄飞想“吃掉”奖票自己兑奖。最终黄飞拿了两
张中奖金额分别为96元（中奖号码019）和8元（中
奖号码109）的彩票给赵先生，其余3张则因为被注
销无法兑奖。

为了证实黄飞的“注销彩票”一说，11月10日，
赵先生到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查询该投注站
的销售记录，记录显示该投注站当天一共销售了
70笔2916元，其中有三笔注销记录，注销总金额为
2000元，且注销时间与购买时间相差不过三分钟。

投注站：曾表示为保本而注销

11月11日，成都商报记者前往该投注点发现，

投注点依然正常营业，黄飞拒绝了采访。只说了一
句。“以后千万不要赊账给别人。”此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黄飞曾经表示，赵先生没有给钱，自己有权
注销。自己为了保本才注销最大面额的三张彩票。

“在注销之前，我和赵先生通话中提过，再不付钱
就要注销。”黄飞表示。

福彩中心：两人属民事纠纷，将调查投注站

11月13日，在成都商报记者和代理律师陪同
下，赵先生再次来到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查
询该投注站的注销记录。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技
术人员当场核算，如果没有被注销，三张中奖彩票
为75万元，且3D彩票无需缴税。

“注销是合法的，每个投注站每天最多只能注
销3张。”省福彩发行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从福彩相
关法律法规来看，赊账购买彩票是不被允许的，赵
先生和投注站都存在违法行为。从目前来看，赊账
购买的行为是无效的，对于赵先生和投注站的纠
纷，建议走司法程序。该负责人表示，省福彩中心
将启动对该投注站的调查，一旦核实赵先生所说
内容属实，将对该投注站予以取缔。

赵先生的代理律师、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杰认为，从赵先生与投注站的交易习惯来看，
此次交易行为成立且有效，基于投注站老板黄飞
在未告知委托人的情况下私自注销彩票导致委托
人利益受损，应当为此承担赔偿责任。“从此事的
陈述来看，我倾向于认为赵先生陈述的合理性。”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健认为，基于以往的
交易习惯可以认定两人交易行为有效，问题在于
调查取证非常困难。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75万元彩票大奖被注销

谁之过？
1111月月77日日，，5050岁的赵先生通过电话向彩票投注站购买了岁的赵先生通过电话向彩票投注站购买了21042104元的彩票元的彩票，，当晚开奖当晚开奖

中奖中奖7575万元万元，，次日兴致冲冲跑到投注站拿票兑奖却被告知次日兴致冲冲跑到投注站拿票兑奖却被告知，，彩票被投注站注销彩票被投注站注销。。经过经过
和投注站交涉和投注站交涉，，赵先生最终拿到了赵先生最终拿到了22张中奖的彩票张中奖的彩票，，其余其余33张因为注销无法兑奖张因为注销无法兑奖。。

1111月月1313日日，，赵先生到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投诉赵先生到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投诉，，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相关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责人表示，，此事属于民事纠纷此事属于民事纠纷，，建议走司法途径解决建议走司法途径解决。。

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基于赵先生与投注站以往的交易习惯基于赵先生与投注站以往的交易习惯，，此交易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此交易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因因
为投注站私自注销彩票导致赵先生利益受损为投注站私自注销彩票导致赵先生利益受损，，投注站负责人黄飞应当为此承担法律投注站负责人黄飞应当为此承担法律
责任责任，，但是调查取证非常困难但是调查取证非常困难。。

砍了两棵自己买的桢楠
他被判三年

一年前，任某从别人的自留地里
购买了两棵桢楠，两天后雇佣别人在
深夜将两株树砍成了12截，没成想，却
给自己引来了牢狱之灾。

11月13日，成都商报记者从邛崃
市人民法院获悉，这起非法采伐珍贵
树木案于近日审结，犯罪嫌疑人任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事件：
深夜的斧锯声换来三年牢狱

2016年11月2日凌晨时分，三名男
子受人之托，扛着斧头、锯子来到天台
山，直奔邛崃市天台山镇冯坝村4组中
地头（小地名）。这是村民郑某的自留
地，林子里生长着两株胸径为28公分，
高约3.6米的桢楠树。在斧锯交错中，
两棵桢楠倒在了地上。

正当他们准备将木材装运下山
时，公安部门的警车出现了。当日1时
55分许，公安机关接到了村民的举报，
赶到现场时发现，桢楠已被砍下，并且
被分成了12截。经鉴定，被砍伐的林木
树种为珍贵树种楠木，被砍伐的二株
楠木的立木蓄积合计为0.9立方米。

雇佣他们砍树的是村民任某，2天
前他刚以4000元的价格向自留地主人
郑某购买了这两株树。2017年8月4日，
公安民警在邛崃市文君街道兴欣街水
之间旅馆二楼一房间内将任某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任某违反国家
规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
况下，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树木楠木二株，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
千元，并对楠木12件予以没收。

法院：
砍自己的树也可构成犯罪

据成都市林业局保护处朱姓工作
人员介绍，楠木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根据胸径判断，被砍下的两棵桢楠至少
有四十年树龄。“一棵桢楠‘成材’需要
几十年，而楠木的寿命可以长达几百
年，不过它们的生长速度非常慢。”他告
诉记者，天台山正是桢楠分布的区域。

两棵桢楠树系任某从郑某的自留
地里买得，为何砍伐还要涉嫌犯罪？对
此，本案承办法官朱勇解释，任某只是
取得了对树木的所有权，取得所有权
并不意味着可以砍伐树木，除了房前
屋后的零星树木，所有砍伐行为都需
要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并取得林木采伐
许可证。“而楠木这类珍贵树木在一般
情况下就算申请采伐许可证，也不太
可能获批。”朱勇说。

朱勇介绍，即使是普通树木，在未申
请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达到一定数
量以后，也可以可构成犯罪，但罪名为滥
伐林木罪，与本案不同。“所以哪怕是自
留地的主人砍自家自留地上的树，也一
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朱勇说。

对于任某和自留地主人郑某的交
易，朱勇认为，交易是成立的，并不违法。

“两株树的所有权从郑某转移到任某，换
言之，树是任某的了，但他不能砍。”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祝浩杰

对话
双方

对于田波与苏心越结婚
一事，有不少网友质疑，会不
会是炒作？他们是真爱吗？成
都商报记者昨日直接与田波
和苏心越对话。

成都商报：被田波什么
地方吸引？

苏心越：其实他跟我理
想中的对象完全不搭边，我
以前喜欢高一点、帅气一点、
幽默一点的。不过，接触后，
我觉得田波为人踏实，诚恳、
孝顺，不会在外面花天酒地，
下班准时回家，心里觉得很
踏实。

成都商报：是不是因为
田波比较红，有一定资产，你
也想出名，才和他结婚？

苏心越：他没有外面看
起来那样有钱，在成都没有
车、也没有房，因为两人性格
合适才在一起。

成都商报：相识才几个
月就结婚，是一时冲动？

苏心越：在做这个决定
之前，经过了深思熟虑，不会
拿自己的幸福来炒作。

成都商报：独自来成都，
无依无靠，将来会后悔吗？

苏心越：不会，自己选择
的路，自己负责。在决定结婚
前，已经想过将来可能遇到的
最坏的可能，但我不会后悔。

成都商报：结婚的消息
让很多人吃惊，有没有炒作
的成分？

田波：自己只想做个普
通拉面师傅，不想当网红。

成都商报：将来有什么
打算？

田波：将来想和苏心越
一起，认真工作，共同打拼，
过美好的生活。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不会拿自己的
幸福来炒作”

迷妹

由于相隔千里，田波和苏心越两人通过微
信、电话保持联系，相互了解对方。今年4月初，
苏心越主动提出到成都来见一见田波，就当做结
识朋友，田波答应了，还亲自到机场接她。

随后，田波邀请苏心越到黄龙溪看他拉面。
过程中，苏心越就像“迷妹”一样帮田波拍视频、
合影，还吃了田波亲手拉的面。“世界上最好吃的
面，就是田波甩的面。”苏心越在朋友圈中，这样
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在田波的休息时间，两人还一同去了乐山大
佛等地游玩。苏心越感觉到田波这个人很内向，
不太会表达，由于两人年龄相差7岁，性格活泼
的苏心越时常调侃田波为“田叔叔”。

后来，苏心越离开了成都，回到辽宁。一个
星期后，苏心越接到了田波打来的电话：“我想
你了，可以到成都来吗？”听完这句话，苏心越
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做出
了更大胆的举动：辞去了一家公司人事经理的
工作，只身一人来到成都，来到一个没有朋友、
家人的陌生环境。“我平时都听父母的话，但是
关于爱情，我要自己选择！”

不顾家人反对
只身来到成都

结婚

对于成都，苏心越坦言“十分陌生，人
生地不熟”，只有在田波休息时才会出门走
走逛逛。听不懂四川话的她，在找工作时四
处碰壁，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终于
在黄龙溪找到一份从未做过的销售工作。
苏心越说，自己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是第一
次手洗衣服、第一次做饭……为爱追寻到
成都的苏心越，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在她眼
里，并不后悔做出了这个决定。“当这个大
男人蹲下来给我父母穿鞋套时候，心好
暖。”田波的孝顺，让她坚定了信念，也让父
母改变了看法。

“没有浪漫的求婚，他说我们去扯证，
然后就登记了。”11 月 12 日，成都商报记
者向田波及苏心越双方核实，他们确实已
经在 10 月 10 日登记注册结婚，同时苏心
越的朋友圈中，也晒出了两人的结婚证和
拍摄婚纱照的照片。田波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我没有车，没有房，她对我很好，很
贤惠，愿意和我在一起，让我十分感动。”
最后，两人喜结连理。

“他说我们去扯证，
然后就登记了”

“倒追”

妖娆的动作、妩媚的眼神、销魂的舞姿，当拉
面小哥田波一边拉面一边跳舞的视频红遍网络
时，大家看完之后，通常是一笑而过。然而，在辽
宁抚顺，却有一名与众不同的女孩，通过视频，对
田波一见钟情。“那时候，感觉他笑起来就像一缕
不刺眼又温和的阳光，暖到我了。”苏心越说。

从那时候起，田波在苏心越心里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她开始关注与田波有关的消息，观看田波
每一场直播。“他上班和下班的时候完全是两个
人，我喜欢的是他下班踏实、诚恳的样子。”通过田
波的直播，苏心越发现生活中的田波与工作时截
然不同，私下一点也不“妩媚”，反而很老实，诚恳。

于是，苏心越做出了决定：追求田波！
守着田波的直播，不停地送礼物，争取粉丝

前五的位置，希望得到关注，“我就是喜欢他，想
让他看见。”不过，过了很长时间，田波都没有回
应。苏心越并没有放弃，后来田波的一位“徒弟”
发现她总是积极支持，便关注到了这名粉丝。通
过两个多月的追逐，以及这位“徒弟”的牵线搭
桥，苏心越终于联系上了田波。“最初他不相信，
还以为我是骗子。”

“最初他不相信，
还以为我是骗子”

东西被盗/
车主酒后驾车追贼

今年 10 月 23 日 22 时 41 分，德阳
市交警支队旌阳区交警大队接到报
警：位于旌阳区黄许镇绵远河 5 组路
段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现场有人
受伤。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
赴现场。

事故现场相当惨烈，一辆黑色轿车
将一辆蓝色轿车直接“怼”在了一间民
房墙上，蓝色轿车被挤压变形，弹出的
安全气囊血迹斑斑，民房外侧墙体被撞
毁，墙体砖块散落一地，被撞击的这一
角，房顶也已经坍塌。好在事故发生时，
被撞的这侧屋子并无人员居住，未造成
屋内人员伤亡。不过被撞蓝色轿车（桂
FZY***）内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车
内两人一死一伤，伤者随后被送往医院
接受治疗。

民警经过现场勘查、调查和询问
事故当事人后，发现该起事故在撞击
力、当事人态度上都存在诸多疑点，
于是再次对现场进行勘查和调查，发
现川 FWD***黑色轿车驾驶人谢某有
故意撞击蓝色轿车的嫌疑。同时，谢
某的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
酒精浓度为 64.7mg/100mL，属于酒后
驾驶。随后，民警将黑色轿车车主谢
某控制。

危险驾驶/
致一死一伤车主被捕

“车主一时心急冲动，酒后驾车抓贼
并造成一死一伤的后果。”办案民警介绍，
事情发生后，谢某非常后悔，但为时已晚。

经过民警查证：10 月 23 日晚 21 时
许，谢某正在餐馆吃饭，发现自己的黑
色小轿车报警，便前往查看，发现有人
偷盗车内物品，被人发现后，该男子便
乘坐一辆蓝色小型轿车（桂FZY***）逃
离现场，谢某立即驾驶车辆，欲抓住盗
窃自己物品的人。当谢某追随蓝色小轿
车至旌阳区黄许镇绵河村5组路段时，
撞击周某某驾驶的蓝色小型轿车，导致
蓝色小型轿车又与路边一间民房相撞，
最终致蓝色小型轿车乘车人贺某某当
场死亡、周某某受伤。

谢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依
法刑事拘留，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办
理中。谢某为这一场“飞车擒贼”，吞下
冲动的苦果。

民警提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反
国家法律规定，切记不要酒后驾驶机动
车，否则等待大家的可能将是血的教
训。如若在自己身边发现有盗窃的行为
发生，希望大家记住盗窃人员及车辆的
特征和车牌号，并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切勿
自行追赶车辆。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酒后“飞车擒贼”致1死1伤
涉事车主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德阳人谢某正在餐馆吃饭德阳人谢某正在餐馆吃饭，，发现自己停在外面的黑色小轿发现自己停在外面的黑色小轿
车报警车报警，，赶紧前往查看赶紧前往查看。。一看不要紧一看不要紧，，正好发现有人在偷盗自己正好发现有人在偷盗自己
车内的东西车内的东西，，而被人发现后而被人发现后，，偷盗者赶紧乘坐一辆蓝色小型轿车偷盗者赶紧乘坐一辆蓝色小型轿车
（（桂桂FZY***FZY***））想逃离现场想逃离现场。。看见这一幕看见这一幕，，谢某气不打一处来谢某气不打一处来，，随随
即跳上黑色小轿车即跳上黑色小轿车““追贼追贼”，”，完全没有顾及自己当时已喝酒完全没有顾及自己当时已喝酒。。

一路狂飙一路狂飙，，追红了眼的谢某追红了眼的谢某，，开车撞向蓝色小型轿车开车撞向蓝色小型轿车，，随随
后蓝色小型轿车又与路边一间民房相撞后蓝色小型轿车又与路边一间民房相撞，，连环撞击之下连环撞击之下，，蓝色蓝色
小型轿车乘车人贺某某当场死亡小型轿车乘车人贺某某当场死亡、、周某某受伤周某某受伤。。

1212日日，，来自德阳市交警部门的消息来自德阳市交警部门的消息，，谢某因涉嫌过失致人谢某因涉嫌过失致人
死亡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死亡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一场以抓贼为起点的追逐一场以抓贼为起点的追逐，，最终以酒最终以酒
驾致一死一伤的悲剧告终驾致一死一伤的悲剧告终。。

网红拉面小哥
娶了他的迷妹
被他圈粉：不停刷礼物，终于搭上话
为爱来蓉：辞去原工作，目前干销售

成都黄龙溪，“古镇一根面”
面馆前，一名拉面小哥边拉面边跳
舞，丰富的表情吸引了游客的围
观。今年2月，因甩面时妖娆的舞
姿和眼神，拉面小哥田波意外爆
红网络。走红之后，从老东家辞
职，他成了网络主播，不久后重操
旧业，继续拉面，他说“我只想做个
普通拉面师傅，不想当‘网红’。”

不过，当“网红”的那段经
历，却让他意外收获了一份爱
情。11月12日，成都商报记者了
解到，田波在上个月已经低调结
婚了，妻子是她的粉丝，一名来
自辽宁抚顺的女孩。“我不是因
为他甩面喜欢她，而是他的笑感
染了我。”他的新娘，1993年出生
的苏心越说。

田波与苏心越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