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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
息是买的彩票中了 591 万，坏消息是
彩票因为逾期未领已经作废了。这位
成都彩民，如果看到这个消息，内心的
落差一定比坐过山车还来得猛。7 月
30 日 17 时，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买中 591 万双色球的彩民最终还
是没有出现。据介绍，由于四川双色球
第 2018061 期的中奖者一直没来领
奖，591万元奖金已成弃奖。

投注站撤下“寻人启事”
三百多群友感到遗憾

30日下午，武侯大道双楠段的福
彩投注站，老板已经将门口的“寻人启
事”撤得差不多了，只留了一张黄色喜
报：“恭贺本站彩民喜中双色球……
591万”。

“彩票站的位置搬过，目前在路
口，每天路过的人也很多，有的可能就
随手买了一张。”老板回忆说，当天的
彩票是在下午六七点售出的，不过，因
为时间已经太久，监控都看不到了。

“开奖当天就知道站点有人中奖，我们
后来还以为他都领了。”知道彩票中奖
者没去领奖，老板一脸焦急，“我们群
里有三百多人，问了一圈也没问出结
果，大家都感到遗憾。”他表示，买彩票
的可能就是随手买了一张，不是那种
经常买彩票的。

老板打开电脑指着屏幕说，如果
能够提前知道没人去领奖，他们还能
保存当天的视频，锁定投注人。“现在
说什么都晚了。”对于这个没人认领的
奖，投注站老板一声叹息。据他介绍，
该站点也出过中 500 万的，不过都是
十年前的事了。

两个月过去了
大奖得主迟迟不现身

5 月 29 日晚，双色球 2018061 期
开奖，开出红球号码：09、10、11、12、
18、23；蓝球号码：07。当期全国双色球
共开出15注一等奖，其中四川1注，单
注奖金591万多元。

当期四川中的一等奖出自成都市
武侯区交大花园二栋四号 51010924
号福彩投注站，投注时间是2018年5
月 29 日 18 点 49 分，票流水号 357，投
注5注，投注金额为10元的单式票。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这位 2018061 期
大奖的得主迟迟不现身。

据了解，双色球彩票的中奖概率
为 1772 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卖出
3544万元双色球时，理论上可以中出
一注一等奖。每期，全国双色球的销量
平均为3.4亿元左右，也就意味着平均
每期全国双色球一等奖的理论中奖注

数为10注。
成都福利彩票分中心副主任马明

宇透露，从2003年双色球这个项目开
设以来，在成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过
一等奖得主错过大奖的情况。

四年前的“悲剧”
再次在四川出现

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营销宣
传部部长何奎表示，从7月25日起，四
川省福彩中心就对外发出了该注大奖
的各类信息，希望通过各大媒体的报
道、投注站彩民圈的消息发布等方式，
能够阻止弃奖的发生。持续一周，成都
市的各福彩投注站张贴“寻人启事”帮
助寻找大奖得主；在该大奖诞生的投注
站门口，更是贴出了各种醒目的信息进
行告知提醒。只可惜，该大奖还是最终
遭弃，四川省福彩中心对此深表遗憾。

据悉，2014 年 3 月 23 日，四川也
曾 发 生 过 这 样 的 憾 事 。双 色 球 第
2014031 期开出一等奖 16 注，单注金
额为671万多元。四川彩民中得当期4
注一等奖，分别出自乐山、绵阳、内江
和成都。其中，出自乐山市中区苏稽镇
对河场街 10 号的 51110313 号投注站
的这注一等奖始终无人领取，最终成
为弃奖。不幸的是，这样的遗憾四年后
再次在四川出现，令人唏嘘。

而关于弃奖奖金的流向问题，根
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中奖者应当
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逾
期未兑奖视为弃奖。逾期未兑奖的奖
金将纳入彩票公益金，直接用于社会
公益事业。

彩民请收藏！
避免弃奖三大须知

避免弃奖并不难，只要留心购买彩
票后的几个注意事项就可以做到。其
实，买彩票不仅是奉献爱心的好机会，
同时也是大家实现“梦想”的好机会，希
望四川彩民多一些希望，少一些遗憾。

兑奖期限：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
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持中奖彩票
到指定的地点兑奖。

兑奖地点：四川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成都市青羊区东坡北三路
513号）

凭票兑奖：彩票从购买后到兑奖
之前，一定要注意妥善保管，不能损
坏，也不能胡乱涂写和修改。而目前彩
票大部分电脑福利彩票是用热敏纸打
印的，所以彩民在保管彩票时，还要注
意防水、防热，避免因为接触水源和高
温物体，导致彩票票面信息的损坏而
不能兑奖。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莫皓然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204
期开奖结果：713，直选：4，583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组选6：
15，645注，每注奖金173元（10，908，
032.7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04期
开奖结果：71374，一等奖29注，每注
奖金10万元（257，466，353.50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电脑体育彩票
18088期开奖结果：08 09 21 25
33 01 08 一等奖3注，每注奖金9，
965，868元；追加2注，每注奖金5，979，
520元。二等奖47注，每注奖金209，895
元；追加12注，每注奖金125，937元。三
等奖707注，每注奖金5，066元；追加
277注，每注奖金3，039元（6，175，967，
288.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体彩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四川）
第1808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10013303311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四川）
第1809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1111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四川）
第1809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13110301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四川）
第1808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1001330331103

足彩

每年假期孩子伤亡的事件都时有
发生。但悲剧之后，我们该如何保护孩
子安全呢？

长期关注儿童成长的独立儿童工
作顾问杨海宇表示：“我们应该看到，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需要提高儿童安
全意识，尤其是家庭里孩子缺乏合适
的监护和照顾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假
期里，家长因为工作忙抽不开身随时
陪伴在孩子身边，有的家长就会把孩
子单独留在家里，独自留在家的小龄
儿童，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会增加。”

杨海宇说，对父母来讲，假期应该
尽可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如果确实有
紧急事情要办理，应找人帮忙，可以找
富有责任感并可以信任的成人帮忙临
时照顾。另外，考虑周边社区是否有社
区儿童托幼服务或者儿童之家，假期
日间可以让孩子到这些机构去，在有
成人看护的环境下活动。

在此起悲剧中，小婷受动画片
影响，进而模仿发生意外。杨海宇认
为，对于现在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体
中 有 关 儿 童 安 全 的 相 关 作 品 和 宣
传，需要考虑年龄来审查和限制。因
为年幼的儿童在辨别危险、应对危
险的警觉性以及应变能力方面较成
人要更低，那些有可能影响儿童去
模仿的、危险性高的行为，有可能引

发儿童模仿而导致伤害。现在部分
儿童影视作品中出现的高危行为，
需要得到更严格的审核，以确定其
播放不能、或者最低限度造成对儿
童行为安全的影响。

“过去，人们一直习惯把伤害称
之为‘意外’，也就是说这些伤害是突
然发生的偶然事件，意想不到，无法
规避。国际和国内的各项研究和实践
工作证实，伤害的发生有一定的规律
和明确的危险因素，通过采取科学的
策略措施可以减少其发生几率，降低
其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不应被视为
偶然、不可预测、不可预防的悲剧。”
杨海宇表示。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还需要关注
到的是，小女孩妈妈的精神状况对于
照顾孩子带来的影响。这样的家庭，应
该有更多的社区关怀，需要社区在日
常管理和服务工作中给予更多的关
注。”杨海宇说。

都江堰警方也提醒：儿童暑期安
全是所有家庭都必须引起重视的问
题，有小孩的家庭，最好有家人陪护，
并对小孩进行安全方面的教育，告诉
他们哪些事是不能做的，即便在看动
画片时，也应该告知哪些行为是不能
模仿的。另外，最好对家里窗户安装防
护栏。

8岁女孩6楼坠下
救治三天不幸离世

模仿《熊出没》攀岩?

事实上，关于因模仿《熊出没》动画片
而发生的意外和悲剧已有多起。

2017年3月 新疆乌鲁木齐一名5岁
女孩，模仿《熊出没》中的情节，从家里找
到一把雨伞，背起书包撑伞从11楼跳下，
落到4楼平台摔成重伤。

2016年2月15日 陕西汉中西乡县，
一名5岁女孩和10岁的姐姐在院中玩耍，
姐姐翻出了一把电锯，学着光头强在妹妹
脸上锯了过去，女孩的鼻翼和右脸受伤。

2014年7月2日 徐州7岁的男孩琪
琪在看到《熊出没》中光头强为对付两只
狗熊改装风扇的情节后，趁家人睡觉，用
工具拆下家中的电扇外罩，接通电源，整
只手被绞进高速旋转的扇叶。

2014年6月8日 浙江温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天河街道一名趴在地上的小男孩
遭到途经越野车碾压。孩子妈妈反映，当
时3岁的儿子瑞瑞手里拿着一把玩具枪，
正模仿动画片《熊出没》里的角色，做射击
的动作。出事前，瑞瑞曾多次在门前的路
中央模仿这个动作。

而对于动画片暴力情节的问题，相关
部门也早就出台过相应措施。2013年《新
闻联播》就曾公开点名批评《熊出没》等动
画片，暴力失度、语言粗俗等问题，个别暴
力行为易被未成年人效仿，造成人身伤
害，责令其整改。《熊出没》出品方深圳华
强数字动漫公司宣传负责人曾对整改做
出回应：动画片的尺度问题“见仁见智”，
出品方在制作新片时，会本着“避免争议”
的原则。（文中小婷、小强系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廖晓琴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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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年过五旬，身有残疾，在小区
楼下的一个临时菜市场工作。7月26日
这天上午，他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事
情要发生，“心里毛躁躁的，有点焦
急”。他想是不是爱人出了什么状况，
因为爱人患有精神疾病，几天前又刚
刚做了手术，生活难以自理。

老杜脚步匆匆，径直往家赶，途中
正好碰到小强。“姐姐呢？”“姐姐绊倒
了。”“绊在哪里了？”“从6楼到2楼。”
听罢，老杜小跑着来到单元门，大声喊
小婷的名字。还好，小婷应了声。

“她当时已经从2楼平台别人家里
爬到楼梯口了。”老杜说，“一听能说
话，心里就缓了一大截。”之后，小婷被
送到附近医院救治。经诊断，小婷身体
左侧多个脏器受损，更有多处骨折。当

日便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老杜说，当天小婷先是跟着自己

在市场玩，期间曾索要钥匙想回家，他
没有给。但不一会，还是跟朋友5岁的
小强悄悄回了家。

当时患病的爱人也在家。“两个人
不晓得咋的，跑到了厕所里，还接绳
子，我回去就看到绳子是跳绳拼接起
来的，从厕所窗台吊到了下面三四楼
的位置。”

而据小婷母亲黄大姐称，两小孩
在屋里玩耍，她因身体不适在隔壁卧
室休息。期间，两小孩觉得天气炎热，
说要进卫生间洗澡，“进去就把门关上
了，我也没法……”对于小婷何时坠
楼，黄大姐也不太清楚，直到送医才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切如何发生的呢？“我当时问
她的时候，她说他们在学攀岩，学熊大
熊二，可能两个娃娃就是去学攀岩，手
上没劲就摔下去了。”老杜回忆称。

那么，两小孩到底是否是因学动
画片里的“熊大熊二”才发生意外的
呢？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了事发小区，并
联系上小强的父亲及其叔叔，同时向
都江堰警方询问了详情。

据小强叔叔介绍，经事后了解，当
时两个小孩要模仿动画片里的“熊大
熊二”，接好绳子后，原本打算小强先
上，但小强年纪尚小怕高，且个头不
够，遂由小婷先爬上厕所窗户，之后就
发生了坠楼意外。

老杜也表示，女儿平时确实比较

喜欢看动画片，也看《熊出没》，看到类
似攀岩情节还说“好危险啊！”但没想
到，最后会因此发生意外。小强的父亲
也表示，孩子喜欢看动画片，“应该是
看了动画片发生的，具体情况派出所
都有记录。”

此后，记者与都江堰警方取得了
联系，警方称，据小强所述，事发时两
人在家中模仿《熊出没》动画片的情
节，小婷正是在此过程中不慎坠楼。

居住在二楼的包阿姨介绍，意外
发生时，她正在家里给孙女煮饺子，突
然听到杜师傅着急地在门外打电话。
询问后，才得知小婷从6楼家中跌落至
隔壁单位2楼平台。“应该想顺着绳子
从楼上爬下，那绳子花花绿绿的。”

小婷是独女，老杜也是老来得女，
百般疼爱。生活中，父女几乎形影不离，

“我在市场干活，她就跟到市场，去哪里
她都跟着。”因为妈妈有疾病，小婷特别
争气，学习成绩在班级前列，“这次期末
考试数学、英语都是100分，语文99分，
下学期开学就上三年级了，还想以后她
肯定有出息的，没想到……”

在老杜的手机里，存着不少照片，
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儿以及父女俩的自
拍合影。一张拍摄于今年初的照片中，
小婷穿着红色外套，站得直直的，扎着
马尾辫，大大的眼睛很可爱。合影中，
两人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老杜
把家的希望也全寄托在了女儿身上。

老杜介绍，女儿坠楼后，尽管伤势

严重，但仍能说话，意识也很清楚。入
住医院 ICU 后，每次去探望也都能够
说话，“我27号去的时候，她还说爸爸
你咋才来，我好想你哦。”为了给小婷
治疗，不少人还为老杜捐款。

但不错的情况并未持续，7月29日
下午6时许，小婷最终不治离世。“此前
我们曾提出过转院，但女儿的情况医
院说不建议，后来29日上午就说给女
儿插管了，身体不行了。”

对于小婷的离去，邻居郭女士感
叹道：“可惜了！当时她妈妈住院的时
候，都是娃娃在守着照顾，很聪明，成
绩又好，家里都贴了不少她的奖状。父
母两个都有残疾，生个女儿多好的，结
果……”

两小孩家中玩耍 8岁女孩从6楼坠落事发

探因 爱看《熊出没》 两小孩模仿片中情节

不幸 救治三日不幸离世 小女孩生前成绩优异

悲剧之后
我们该如何保护孩子？

思考

591万彩票弃奖
希望中奖的你不会看到这条新闻

因为彩票已经作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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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婷从6楼家中的厕所坠落

模仿
悲剧

老杜手机里存的全是他和8岁女儿的照片。女儿大眼睛，马尾辫，跟他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她跟我关系最好，性格开
朗，平常我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学习成绩也不错，数学英语都是100分，语文99分……”女儿就是老杜的宝贝。

但几天前的一场意外，让美好戛然而止。老杜一家住在都江堰兴堰丽景小区，7月26日，女儿小婷和5岁的小强玩耍时，
小婷从6楼家中的厕所窗户外侧坠下，跌落在2楼平台，之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三天后，不幸离世。

成都商报记者从老杜、小强亲人及都江堰警方了解到，两个小孩都喜欢看《熊出没》动画片，事发当天两人找出了家中的
跳绳，拼接起10多米长，从厕所窗户吊下，欲模仿动画片中的攀爬场景。小婷正是在此过程中不慎坠落。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8204期开奖结果：04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七乐彩”第2018088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17 18 04 01 09
23 26，特别号码：12。

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兑奖大厅张贴着“寻人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