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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要考试了
高数笔记本却丢了

马上要到期末了。为了加紧
复习，哪怕是周末回温江的家，西
南石油大学大一学生沈月，也将
大学高等数学笔记本和练习册带
在身上。12月15日周日，回家过周
末时，沈月却把装有笔记本和练

习册的书包弄丢了。“当天下午5
点，我和父亲从温江一家商场出
来，发现父亲的三轮车不在了，书
包是放在三轮车上的。”

沈月说，她在西南石油大学
学习电气工程，高等数学是基础
课程，期末考试的复习题和笔记，
全在书包里的笔记本和练习册
上。“总共有将近两本笔记和一本

练习册，练习册是开学的时候买
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马上
要期末考试了，沈月不知道该怎
么办。

然而，当天下午6点半左右，
她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通知
她去温江客运站附近的一家炒货
铺拿书包，“我当时接到电话都有
点懵，后来学校给了我一个电话，

我打过去才知道，炒货铺的老板
捡到了我的书包，通过我书包里
学校一卡通上的电话，联系上了
学校。”

随后，沈月赶到炒货铺，拿到
了自己丢失的书包。她说，书包有
可能是被人丢在了路边，然后被
炒货铺老板捡到。“我当时都感动
得快哭了。”

捡到笔记本的人：
笔记是买不来的

“笔记本上是学生自己做的
笔记，学生肯定很着急。”16日，当
记者在这家名为“十哥炒货”的店
铺内见到老板费向林时，他这样
说道。

12月15日下午5点左右，费向
林外出送货回店铺的途中，发现了
路边有一个小书包，就把它带了回
去。“我想回去看一下，如果有值钱
的东西，就交到派出所去。”

打开书包，他发现两本作业
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还有

一本高数练习册，只上过小学二
年级的费向林自称大字不识几
个，更别说那些高等数学的笔记。
不过他说，“这是学生做的笔记，
是买不来的，虽然也没什么很贵
重的东西，但马上要到期末了，肯
定会影响考试的。”

费向林说，书包内有一张身
份证和一张学校的一卡通，老费
推测，书包是学生丢的。因为身份
证上有地址，他本打算按身份证
上的地址找过去。但突然发现了
那张学校一卡通上有一个电话号
码，拨通之后，他将事情原委告诉
了学校，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费
向林的妻子告诉记者，在寻找失
主的过程中，她建议丈夫直接把
书包交给派出所民警，“他说既然
有电话，就不用了。”

“我家孩子现在上高三，平
时有很多笔记本、练习册，这些
东西掉了肯定会影响学习。”费
向林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陈红 摄影报道

今年74岁的老人马联国，是村里的五保户，
经常会站在家门口痴痴地向外张望，村里的很多
人都知道，他这是在期盼邻居马正敏的到来。

十年来，生活在西昌市西溪乡西溪村五组的
马正敏夫妇，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独居老人马
联国。每天，夫妇俩在家中做好饭菜后就会送到
马联国家中，风雨无阻。

四年前，马正敏的丈夫因病不幸去世，她仍
坚持做这件事。如今，78岁的马正敏每天按时送
饭并探望马联国，用爱心温暖着这位五保户，也
温暖了整个村里人。

十年如一日，照顾五保户

马联国老人，今年已经74岁，目前是村里的
五保户。12月13日上午，记者见到马联国时，他正
在家门口的路上闲逛，见到周围路过的邻居，他
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无法正常与人对话。

村民们说，马联国独居了数十年，在村里也
没有亲戚，他无法正常说话，而且一只眼睛已经
失明。“年轻的时候，他还能帮人干活打工挣点零
用钱，现在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完全丧失了劳
动力，生活十分不易。”村民们表示，马联国能活
到这个岁数，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马正敏一家人。

村民口中所说的马正敏，年龄比马联国还
大，今年她已经78岁。马正敏的家，离马联国家只
有100多米的距离。“我只要在家，每天都给他送
点饭，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马正敏笑着说，照
顾马联国也就是举手之劳。

马正敏告诉记者，2007年下半年，一场大病
导致马联国右眼视力下降，左眼几近失明，这对
于生活本就十分困难的马联国来说无疑是雪上
加霜，他彻底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一日三餐
都无法解决。“我们觉得他很可怜，作为邻居，我
们认为应该帮帮他。”马正敏说，从2008年开始，
她和丈夫马联高就开始照看马联国，每天都在家
中做好饭菜后送到马联国家中。

丈夫虽去世，送饭未间断

马正敏说，2014年，她的丈夫因病不幸去世。之
后，照顾马联国这件事，就落在她的身上。当然，马
正敏照顾这位非亲非故的五保户，这也得到了五个
子女的支持。“我母亲是个热情的人，平时就喜欢在
村里帮忙，只要她高兴，我们子女都支持她。”她的
大儿子马国林说。

当地的多位村民介绍，这些年，马联国勉强
只能煮点面条，基本无法煮饭做菜，几乎全靠马
正敏送饭菜。

“平时，只要马正敏发现马联国不舒服，就带
他去看病，如起不了床，就及时通知村组干部帮
着解决。”村民们说，见马联国家房屋漏雨严重，她
及时联系乡、村组出资，对马联国家的房屋进行修
缮，目前马联国家的厨房和卧室都打成了水泥地，
居住条件改善了。

记者从西溪村了解到，由于马联国是村里的
五保户，按照国家政策，每月可以领取救济金。“最
初是100多元，后来涨到了300多元，从去年开始，
涨到了500元一月。”目前，领取救济金的存折，由
马正敏的二儿子马国刚代为保管，他是西溪村五组
的小组长（队长）。马国刚表示，每月他们会按时从
卡上取一部分钱，作为马联国的日常生活开支。马
国刚说，目前，马联国的账户上还存下了4000余元。

马正敏一家的条件在当地算不错，两个儿子
都修起了小洋房，其他女儿都在西昌城里工作生
活。一说起马正敏照顾马联国这件事，当地的村
民说，大家都知道。“马正敏一家人的心都很好，
要不是他们一家，他（马联国）早就可能不在人世
了。”村民马庆敏表示，在马正敏的带动下，她有
时也会给马联国送点吃的东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十年如一日

78岁邻居马大姐
每天送饭探望

74岁五保户小弟

花高价到“全国知名维修店”修手机，结果——

捡到学生高数笔记本，一个多小时物归原主，炒货铺老板：

我家孩子也在用功
推己
及人

因为父亲的三轮车丢失，西南
石油大学大一学生沈月（化名）放在
车上的高数笔记本也跟着丢失。但
就在事发不到两个小时后，学校却
打电话让她到温江的一家炒货铺去
拿笔记本。

原来，12月15日下午，沈月的
书包被炒货铺老板费向林捡到，因
发现书包内有写着笔记的练习本，
他通过一张“一卡通”上的电话，让
学校联系上了沈月，将笔记本归还。
费向林说，学生自己做的笔记，是买
不来的，马上要期末了，笔记本丢了
肯定会影响考试。

相关部门：该店店招与营业执照上
名称不一致，要求负责人接受调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8343期开奖结

果：05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

第2018147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3
15 17 23 27 30 蓝色球号码：11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343

期开奖结果：974，直选：3527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4878注，每注奖金
173元。（8537528.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343期开奖结
果：97415，一等奖51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35186198.7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147期开奖结
果：5141800，一等奖6注，每注奖金4973750
元；二等奖11注，每注奖金25294元；三等奖172
注，每注奖金1800元。（1000000.00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体彩

福彩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
负第18175期：3310133333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170期：
30333013013330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70期：
30333013013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180期：
10103220

足彩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2月14日)

花高价到“百邦-成都店”修手机，不料，手机没有修好，原装手机电池还被换成了“歪”电池。愤怒的韩
女士前往这家位于成都春熙路正熙国际的店铺质问，发现该店只是墙上宣传内容与全国知名连锁手机维
修企业“百邦”高度雷同，其真正的营业执照名称为“锦江区百帮手机维修服务部”，是个体工商户，与苹果
官方授权售后服务机构“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邦）”沾不上半点关系。

12月14日，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春熙路市场和质量监管所2名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检查，
检查发现，店内招牌“百邦”两字与该店营业执照上名称不一致，执法人员拍照取证，并要求该店负责人
到所接受调查。锦江百帮表示自己先关门停业整顿。“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对于这种扰乱市场秩序、损
害春熙路商圈名誉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春熙路市场和质量监管所负责人说。

换的电池：

假“原装”
这家店铺：

真“山寨”

韩女士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自己今年1月31日
购买了一部华为Mate10手机，11
月发现手机发热发烫、待机时间
短，通过网上查询，找到了一家

“正规”的华为售后维修店。
“网页弹出对话框，客服根

据我所在区域，推荐了这个位于
正熙国际写字楼的维修店，说需
要预约才能维修。”韩女士说。11
月10日，她带着手机到了位于正
熙国际18楼的“百邦-成都店”。

“维修人员跟我说，手机发
热发烫是因为电池烧了，连带烧
的还有附近的芯片，两者需要更
换，报价五百多元。”韩女士说，

还有几天就要到新疆游玩，时间
紧迫，她同意维修，1个小时后取
机。修手机一共花费666元，其中
芯片368元，电池198元，人工费
50元，服务费50元。韩女士说，手
机维修后，她用了一天，发现发
热发烫待机时间短的现象依然
存在，拨打了华为官方客服电
话，华为客服人员根据她的描
述，让她将后台许多运行的程序
关闭，发热发烫现象消失，待机
时间可达一天。

11月12日，韩女士带着表弟
金先生一同前去维修店质问。金
先生发现，店铺悬挂的招牌是“百
邦-成都店”，墙上宣传栏为“百邦

成立于2007年，总部位于北京，是
一个全国级的手机售后服务企
业”等。这个介绍与全国连锁手机
维修企业“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百邦）”官网企业介
绍高度雷同。金先生说，他要求店
铺提供营业执照，店铺拒绝，他向
12315投诉，查询了店铺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显示，该店铺名为

“锦江区百帮手机维修部”，成立
时间为2017年，是个体工商户。

金先生说，他怀疑这家店铺
假冒全国连锁企业百邦，为了佐
证自己的怀疑，他致电百邦客服
人员，客服人员告诉他，百邦在成
都只有一家店，地址不在春熙路。

花钱维修手机 问题依然存在消费者说消费者说//

12月13日，在记者的陪同
下，韩女士到了锦江区百帮手机
维修服务部。

记者在店内看到，与金先
生描述相同，店铺挂的招牌是

“百邦-成都店”，其墙上宣传
内容与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官网介绍高度
雷同。

记者致电北京百华悦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人员，客服
人员表示，百邦在成都只有一家
店，位于益州大道，正熙国际的

“百邦-成都店”是假冒的，“建
议你们向当地工商部门举报。”

韩女士表示，自己要求锦江
百帮将原来的手机芯片和电池
还给她。在拿配件的时候，维修
人员一再向韩女士强调，新更换
的芯片和电池是原装的。韩女士
将修过的手机和更换下来的手
机配件拿到华为官方客户服务
中心进行检测。芯片位于主板无
从检测，而电池检测报告显示，
新更换的电池非原装电池，韩女
士刚拿到的电池，也不是她原来

的手机电池。
“你的手机购买日期是1月

31日，你拿到的电池生产日期是
3月24日，也就是说，你的手机已
经卖出去了，电池还没有生产出
来，怎么可能？”华为官方客服服
务中心工程师说。

记者致电华为官方客服，客
服人员告诉记者，韩女士同款手
机的原装电池需要61元，若需更
换，还需人工服务费50元到150
元不等。换言之，韩女士花了198
元换一块“歪”电池。

换的电池非原装 维修店也非“百邦”记者调查记者调查//

面对韩女士提供的检测报
告，锦江区百帮手机维修服务部
店长林先生表示，店铺愿意退款
298元，他个人再出资368元，合
起来666元，全部退回给韩女士。

韩女士不接受。“他们将我
没有问题的芯片和电池换掉，
换成‘歪’电池，还导致我的保
修期失效，要三倍赔偿。”双方
协商失败。

林先生向记者表示，愿意全
额退款，是因为“客户对公司服
务不满意，而不是因为更换了歪
电池，我们一直说的是原厂电
池，没有说原装电池，原厂电池
不等于原装电池，当然也不排除

工程师维修时有违规操作，现在
这位工程师已经辞职了。”

“我们在全国一共有四家
店，分别为北京百划月帮，天津
百邦手机维修服务部，上海华睿
时待以及我们锦江百帮，4家都
是个体户。”林先生说。后经记者
在全国工商信息系统查询，没有
查到前述三家店的信息。

林先生介绍说，之所以使用
“百邦-成都店”和墙上的宣传
内容，“因为老板说可以这样子
用，至于是不是假冒或者虚假宣
传，我就不知道了，要问老板，老
板姓蔡，目前在上海。”

12月13日，成都市锦江区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春熙路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表示，锦江区百帮手机维修服
务部涉嫌假冒知名企业，使用
假冒伪劣配件，该所介入调查。
14日，该所2名执法人员前往现
场检查，检查发现，店内招牌百
邦两字与该店营业执照上名称
不一致，执法人员拍照取证，并
要求该店负责人到所接受调
查。锦江百帮表示自己先关门
停业整顿。“我们的态度非常明
确，对于这种扰乱市场秩序，损
害春熙路市场商圈名誉的行
为，坚决予以打击。”春熙路市
场和质量监管所负责人说。

检查发现店招与营业执照上名称不一致管理部门管理部门//

“歪”店铺，为何能“潜伏”一年多？
一位资深工商系统人士表

示，此店能够以“百邦-成都店”
招牌营业长达一年之久，执法部
门难以发现，消费者难以甄别，
原因有几点。

第一，与此店位置有关。它
虽然地处闹市，但是隐藏在写字
楼，执法部门日常巡查难以发
现；第二，消费者从网上查找维

修网点信息，被客服导流到线
下，导致被骗，而网上信息可能
只是商家的一种广告宣传；第
三，店内招牌“全国”“成都店”给
消费者一种误导，认为这是一家
实力很强的店。

春熙路市场和质量监管所
负责人提醒，防止被“山寨店”
骗，第一，不要盲目相信网上信

息，查找官方售后网点，可以通
过官方渠道；第二，到店不要看
店铺的宣传，要看店铺是否有营
业执照和对应厂家的特约授权
维修协议，若商铺不提供或者消
费者有疑虑，可以拨打当地市场
和质量监管部门电话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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