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网建设改造升级工程竣工

凉山“悬崖村”
用上安全稳定的优质电

“现在用电饭煲煮饭，只要半小时
饭就熟了，以前根本不可能。”说起电
网建设改造后带来的好处，凉山昭觉
县“悬崖村”的村民们深有感触。曾经，
因进出村要借助17段藤梯，攀爬落差
达800米的山崖，凉山昭觉县支尔莫乡
阿土列尔村（悬崖村）闻名全国。

近年来，随着各级党委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关心扶持，“悬崖村”发生显
著变化，昔日的藤梯已变为钢梯，村民
生活也得到极大改善。昨日，“悬崖村”
再次传来好消息，四川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能投
集团）在这里举行电网建设改造升级
工程竣工仪式。从此，当地村民告别电
压不稳的历史，用上了优质、安全的电
力，脱贫致富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据村民们介绍，“悬崖村”之前一
直靠光伏工程供电，仅能满足照明、看
电视、手机充电等，农产品加工、旅游
开发等项目没有稳定的电力作支撑，
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拦路虎”。用上
稳定、安全的优质电，成了村民们的迫
切愿望。2016年12月，阿土列尔村电网
建设改造升级工程被四川省发改委纳
入2017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计划，工
程总投资1800万元，目的是彻底解决
阿土列尔村及相邻熟租村、康复村共
三个悬崖村庄的用电难题。

经过为期近一年的调研、勘察设
计和建设施工，该工程于2017年12月
底顺利完工。“工程可以满足村民的用
电需求，也能满足旅游发展的用电需
要。”四川能投集团工作人员介绍，还
专门成立了“悬崖村”供电所，对阿土
列尔村、熟租村和康复村提供服务，包
括抄表收费、电网运维等。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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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罕见
三胞胎姐妹相隔两天出生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 3和
排列5”第17355期排列
3直选中奖号码：384；
排列5中奖号码：3849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7355期开奖结果：

031。●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双色球”第2017153期开奖
结果：红色球号码：13、11、07、18、
19、12，蓝色球号码：16。（以上信息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医生建议减胎
夫妻坚持：一个也不能少

31岁的王昉（化名）已有一个
11岁的女儿，生育二胎原本不在她
和丈夫的计划内，但母亲一直表达
想再要一个小孙孙。后来，她备孕
二胎时确诊输卵管堵塞，后在省妇
幼保健院辅助生殖中心的帮助下
成功怀孕。结果，她怀孕第3个月产
检发现，子宫内是三胞胎，这意味
着放置的两枚受精卵中，其中一枚
受精卵分裂成了一卵双胎。

“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产妇减
胎。”高岩是王昉的主管医生，考虑
到王昉头胎是剖宫产，是瘢痕子宫，
现在的三胞胎逐渐发育长大，要面
临胎膜早破、早产甚至子宫破裂等
风险，可能会出现妊娠期高血压、肝
内胆汁淤积症等产科严重并发症，
经优生科、生殖中心和产科专家会
诊，慎重地建议王昉做减胎手术。

高岩甚至提前帮王昉联系好
了做减胎手术的医生，但深思熟虑
后，王昉和丈夫认为，每一个都是
自己的孩子，要舍弃哪个都不舍
得，既然孩子已经来了，还是想让
他们顺利出生。

“出差的时候做梦都在担心

王昉母子。”高岩一直密切关注着
王昉的产检情况，结果几次产检，
王昉的血压情况、胎儿情况都比
较稳定。

老大早产宫缩停止
继续催生，还是保胎？

12月25日凌晨1点50分，产科
值班医生突然接到急诊科电话，马
上要接收一名怀有三胞胎的孕妈
妈，先兆早产，这正是孕周仅30周
的王昉。

“一开始肯定是尽力保胎，孩子
还太小。”高岩说，在保胎治疗的同
时，也为胎儿用上了预防胎儿颅内
出血等药物，以防早产。但王昉的宫
口开得太快，3点10分，就达到了5厘
米。“对于30周的早产儿，头围小，七
八厘米的宫口就可以生产了。”高岩
说，当时，病房里有3名产科医生，三
四名助产士，还有3名新生儿科医
生，都在紧张地进行治疗，医疗小组
讨论后认为，保胎是不可行了，只能
尽力争取孩子的急救。

4点33分，王昉顺产一名1450g
的女婴，紧急抢救后随即送往了新
生儿科重点监护。此时，王昉的宫
缩慢慢地减缓，甚至停止了，宫口

回缩到了2厘米。怎么办？是催生，
还是继续保胎？

这种延迟分娩的情况，从医22
年的高岩也是第一次遇到。医疗组
讨论分析后，决定继续保胎。“母子
情况都比较稳定，主要还是因为孩
子太小了，而且来得太快。”高岩
说，为孩子用的促进肺部成熟的药
物，最佳药效需要48小时，现在刚
刚过去4个小时，多在妈妈体内待
一会儿，孩子出生后存活的几率越
高，预后也更好。

医生将这个情况告知家属后，
家属也同意继续保胎。于是，在为
王昉做好周全准备后，25日17点30
分，王昉被推进了专门准备的产妇
抢救病房待产。

44小时后
紧急剖宫产诞下同卵双胞胎

继续保胎，这不是一个轻松的
决定。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抗感染。
因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脐带外露，
感染风险极高。孩子在胎内的情况
变化极大，需要密切监控，及时处
理。而孕妈妈在待产过程中，情绪和
心理的波动，也会影响生产。

“做好抗感染和保胎的治疗，

安抚好产妇的情绪，照顾好她的饮
食睡眠，都很重要。”高岩说，每隔2
到4小时，医护人员就要监测一次
胎儿的胎心，监控感染指标，6小
时，8小时，12小时……高岩的心一
直悬着。

27日凌晨零点20分，医护人员
发现，其中一个胎儿出现了胎内窘
迫，心跳减缓到每分钟110次以下，
最慢降到了89次，胎儿缺氧，情况
危急！医疗组当机立断，立即准备
剖宫产手术，凌晨1点16分、1点18
分，单卵的姐姐出生44小时后，同
卵双胎的小妹相继出生，体重分别
1300g和1150g，评分都是10分。“这
个体重，在孕周30周的情况下，算
是标准的。”高岩说。

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因为怀
有三胎，王昉的子宫张力大，出现了
产后出血，手术中出血1000ml，差不
多是产妇全身血量的20%，经积极
抢救处理，王昉平安地度过了手术。

现在，相隔两天出生的三胞胎
姐妹正在新生儿科，病情稳定，接
下来，三姐妹还要扛过呼吸关、感
染关、喂养关层层关卡，王昉和丈
夫正在焦急地等待接孩子们回家。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陶轲

医生：
“从医22年来，
第一次遇到”
一般情况下，双胞胎或者多胞

胎的分娩，间隔时间在半小时左
右，短的仅数分钟。但在四川省妇
幼保健院，一位产妇于25日凌晨自
然分娩一名女婴后，宫缩停止，后
来又于27日凌晨1点过剖宫产诞下
同卵双胞胎，3个孩子的出生时间
相隔了44个小时。

“第一次发作的时候，胎儿只
有30周，属于早产，在母子稳定的
情况下，孩子多在胎内待一段时
间，争取胎肺成熟的时机，能增加
孩子出生后的生存机会，改善早
产儿预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产
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高岩介绍，但
产妇同时也面临感染、胎儿窘迫
及产后出血等风险。

三胞胎间隔两天出生的情况，
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从医22年
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
况。”高岩说。

去泰国旅游，寺庙几乎是每个旅
行团的必游项目。12月25日，一个自成
都前往清迈旅游的23人旅行团中，多
名游客在当地一个寺庙内以几千上万
的价格“请”到了一块“佛牌”。

“导游说有缘的人才请得到。”不
过，游客们很快便产生了怀疑，称这像
是一场设定好的骗局。当游客们在国
内机场拦下当天带领他们消费的“寺
庙义工”并退回钱款时，更加坚信这就
是一场骗局的想法……

花万元“请佛牌”
“导游说有缘的人才请得到”

21日，一个23人的旅行团在领队带
领下从成都出发前往清迈，开始了6天5
夜的旅程。旅行团中大部分为中老年
人，罗文和杨先生等人是团内为数不多
的年轻人。到达清迈后，一名当地导游
成为他们几天行程的团长。

“前两天主要是去寺庙，中间就是
去大象园、集市和各种商店。”27岁的罗
文介绍，行程基本依照出发前协定的安
排进行着，导游一路上给他们介绍各种
关于寺庙的东西，“要相信因果，到寺庙
要有善意等。”

罗文介绍，25日午后，导游带着他
们来到行程中的“瓦细姆牟寺”，并称
可以在寺庙“请佛牌”，“但要有缘的人
才请得到”。到达寺庙后，一名自称“中
国义工”的人出现在现场，并带领游客
在寺庙进行相应的“仪式”，同时陪同
游客缴费“请佛牌”。“先给我们讲佛教
的东西，最后再各自进入一个房间去
见阿赞（僧人）看是否有缘。”罗文说，
自己和朋友“正好”成为了“有缘人”。
经过一个小仪式后请到了“佛牌”，“一
共刷卡6000元，算上朋友的2000元，两
人共花了8000元。”

一样被相中的有缘人还有32岁的
杨先生，他共计花了5.9万泰铢，“差不
多12290元。”此后，罗文还被告知不能
给其他人讲“佛牌”的事。

游客怀疑被骗
机场巧遇当事“义工”，要求退钱

按照导游的说法，请“佛牌”时，并
不是所有人都能请成功，没请成的人
之后可以去看四面佛。“但我们后来查
询发现清迈并没有四面佛，”罗文说，
加上行程上说的这个寺庙的名字与

“义工”说的名字也不一样，便对这次
“请佛牌”有了一些疑问。

回程时，同团的人讲起此事，结果
不少人都请到了“佛牌”，花的钱都几
千上万。细想之后，大家越来越觉得很
可能上当了，“基本上就是一个设定好
的套路。”碰巧的是，在回国路上，那位

“义工”正好在同一个航班。到达机场
后，部分游客便将她拦下，要她给个说
法并提出退钱的要求。“一开始她不承
认行骗并称没钱，我们就说要报警。”
罗文说，“后面她就说不要报警，把钱

退给我们就是了。”
之后，该“义工”给在场游客退了

款，游客们则将“佛牌盒”退给了她。退
钱过程被现场游客拍下了视频。“最后
大概退了3万多元，但有的游客当时离
开了没退成。”罗文说。

“一个团里起码有三分之一的人都
请了佛牌，大部分是年龄大的人。”杨先
生介绍，“除了我们团，当时还有其他
团，被骗的人肯定还有不少。”

为何要找“义工”退钱？杨先生介
绍，因为在“请佛牌”过程中，义工一直
都在参与，负责帮助大家支出钱款，

“我当时还用支付宝转给她6000多
元”，另外当时在机场刚好遇到“义
工”，便直接要求“义工”退钱了。罗文
则认为，“义工”明显跟寺庙有勾结，在
退钱时表示“回去（泰国）后给他们（寺
庙）反映”，之后加上大家的报警压力，
她才答应退钱。

致敬奋斗者
“我的2017
CDTV-5融媒体跨年直播”

成都商报讯 成都正全力起航，挥
别硕果累累的过去，即将迎来大展宏
图的新一年。2018年，成都开启建设现
代化新天府的千年新变，奋力实现“三
步走”战略目标。在此新旧交替之际，
12月31日17：25至元旦0：15，成都市广
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将隆重推出年末巨
献：“我的2017 CDTV-5融媒体跨年
直播”，致敬推动这座城市鼓帆起航
的每一位奋斗者。在这场直播中，我
们有300平方米“最燃”大数据演播中
心，通过多屏互动、虚拟前景系统等
技术丰富你的感官体验；我们有多路
记者同时出击采访报道，有来自国际
友台的跨年祝福……内容精彩，跨时
410分钟，带给你最丰富的跨年盛宴；
我们还有看度、今日头条、东方头条、
腾讯、天天快报等媒体平台同步网络
直播，打破传统收视限制，多屏收看电
视直播节目。在清迈寺庙花万元“请佛牌”

“导游说有缘的人才请得到”

成都游客：像一场设好的骗局

28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
与游客罗文报名的旅行社——
成都光大国际旅行社取得联
系。据该旅行社负责公司与游
客双方权益的质检部负责人郭
先生介绍，东南亚国家不少为
信教国，泰国也是，因此会有信
物之类东西的买卖，“求佛”是
一种普遍现象。

“肯定就会讲很多佛教文
化，去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但
并不一定就是诱导和欺骗消
费。”郭先生介绍，求信物是个
人行为，是双方自愿的行为，除
非其中有旅行社人员的强制或

欺诈行为，“但我们是严格要求
不允许强制消费的。”针对此次
事件，他称或许是游客消费后
反悔了。

另外，郭先生介绍，“义工”
跟旅行社是没有关系的，退钱
或许也与害怕把事情闹大有一
定关系，但不能因为退了钱就
认为一定存在什么问题。“游客
反映意见是正常的，但也要分
清是非曲直，既然游客有上当
受骗的怀疑，旅行社也会对此
事进行一些具体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受访者供图）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该
旅行团来自成都多个旅行社的
报名点，随后组合在一起前往
清迈。该旅行团领队韩女士介
绍，旅行团一行共23人，到达清
迈后，之后的行程便由当地导
游负责，自己只是将游客带出
国，再把游客安全带回来。对于
游客花钱“请佛牌”一事，她称
自己则并不清楚。

韩女士介绍，在清迈当地
的行程中，自己只是随团而行，
当日去往寺庙时，也只是到了
寺庙门口，并未进去。对于罗文
所言去的寺庙名字与“义工”所
言不一致的说法，她称，当地寺

庙名字是泰文，在翻译上可能
会不一样，并不会随意改变地
方。对于当地导游是否存在欺
骗行为，韩女士表示，此次也是
自己第一次跟该导游接触，对
其人并不太了解。

对于“义工”退钱的情况，
韩女士称，到达机场后，见游客
都已顺利出站，自己未多停留
赶回了家，对于后面发生的事
情并不太清楚，“现在游客反映
的事情，旅行社会再继续了解
调查。”

此后，成都商报记者试图
与清迈当地导游取得联系，但
电话并未接通。

旅行团领队
自己只是带团往返

行程游玩由当地导游负责

“义工”与旅行社没关系
将对此事进行调查

旅行社

2017美食之都
成都火锅文化月活动启幕

““哇！好香！”昨日上午，由成都市
政府主办，成都市商务委、旅游局、文
广新局承办，成都餐饮同业公会执行
的“2017美食之都成都火锅文化月”活
动，在宽窄巷子东广场盛大启幕。

本次活动以“成都火锅，世界的火
锅”为主题，于2017年12月28日至2018
年1月11日期间举行，历时15天。期间
将举办“全城火锅狂欢‘8+5+3’城市
火锅集中区位联动”、“过节耍成都·吃
成都火锅”、“全球火锅笑脸征集”“网
络火锅荟”等四大活动，发起“2017成
都火锅文化贡献奖”、“2017十大老外
最喜爱火锅奖”、“2017十大消费者最
佳体验火锅奖”、“2017十大消费者最
佳体验串串香奖”等四项评选并颁奖，
发布《成都火锅》原创歌曲及宣传片、
成都火锅名店手绘明信片等文创产
品，打造成都200个火锅品牌参与，上
千家火锅门店联动，百万人次消费者
参与的火锅狂欢盛事。

启动仪式后，“全城火锅狂欢”活
动将同步铺开，在“8+5+3”城市火锅
集中区位联动：八大集中街区包括春
熙路、一品天下、金沙遗址、武侯祠/耍
都、宽窄巷子、玉林片区、科华北路、建
设路；五大城市综合体包括大悦城、水
街/汇锦广场、金楠天街、西村、鹏瑞利
广场；三个特色火锅体验区为：都江堰
火锅节、温江串串香节及简阳羊肉美
食旅游节。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目前，三胞胎姐妹正在新生儿科，情况稳定（左起为老大、老二、老三）

当事“寺庙义工”向游客退款 游客在清迈“请佛牌”的消费凭条

孕妈妈
怀上三胞胎

25日凌晨
自然分娩生下老大

27日凌晨剖宫产
生下老二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