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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更多活动等着你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符琳）中国的文
化、生活、习俗、美景……这一切对于旅居
中国的瑞士籍画家安东尼奥·威利来说，都
具有很强大的吸引力。2007年，当他第一
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他就决定留下来，
用自己的艺术之手去构造不一样的作品。
昨日，安东尼奥·威利的44幅作品亮相融
创白象街时尚发布厅，将举行为期五天（21
号止）的画展，届时，您可以前往这里观赏
到不一样的艺术创作，对画作感兴趣的，还
可以将他们买回家珍藏。

有着800年历史的融创白象街项目建
成以来，不仅成为重庆的地标性建筑，它还
解决了重庆人没有地方观赏高端画展的难
题，今年举办了包括“她世界——中国当代
女艺术家绘画展”就吸引了上万名参观者
的青睐，融创方面表示，这样的文化活动还
会继续不断地推进，给市民提供文化欣赏
的好去处。

“瑞士的中国意境”
画展白象街展出一个人→很多人

3月，重庆晚报记者报道了杨爷爷和田
医生的故事，出院后的杨爷爷，被社区、医
院、志愿者、好心人持续关注，终于不再是

“一个人”——在社区和医生反复说服下，倔
强的杨爷爷终于住进铜罐驿附近的夕阳红
老年公寓，起码，有其他老人为伴，有护工照
顾，不用一个人蜗居在即将拆迁的黑乎乎的
老房子里。入夏以来老人情况不太好，疼痛
加剧，经常去附近西彭的安仁医院住院。前
一日，社区传来信息，老人回到养老院后，不
能下地走路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

田玲看到信息后躲起来悄悄哭，这段时
间她总是打不通老人电话，心里也是揪着
的。下午还有一大堆病人等着田玲，她只能
中午抽空赶去养老院。老人住院时的护士
长刘红丽已调到其他科室，知道情况后，她
也跟田玲一起去。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里，田
玲几乎不说话，望着窗外。

一个人→和他最信任的人
养老院在铜罐驿通往西彭的路上，公路

边进去一个大院子，三层楼的建筑，可以容
纳40多个老人。当时正是午休的时间，院
长孙利琼带路，长长的走廊尽头有四个单
间，杨爷爷住在其中的一间。田玲进去，坐
在床头，握住他的手。眼泪要掉下来之前，
她赶紧拉起口罩把脸遮住。老人高兴地咧
嘴笑了：“哎呀，田医生，你那么忙，还跑恁个
远来看我……”孤单的门牙说话不关风，但
居然发音也很清晰。

——“杨爷爷你现在还有哪里不舒服？”
——“我就是背痛。脚也没力气，下不

了床。”
——“我看看你用的药……”田玲把老

人枕头边的药盒检视了一遍，又一一问了服
用量。

——“田医生，能不能跟这边的医院说
一下，多开一些吗啡嘛？现在只剩下这半盒
了，我怕不够，舍不得吃，痛得实在遭不住了
才吃……”

——“我来想办法。该吃药要吃，不要
惜着……”

老人突然想起屋子里没开空调，赶紧喊
孙院长帮忙开。田玲阻止了，一楼四处浓
荫，只开风扇，正好是老人适宜的温度。一
老一小，聊起了住院的某个病人，某个他们
两人才知道的笑话。笑过，老人又叹息一
声：“我这辈子多活出来的几年，都是你给的
……”田玲岔开这话，问他：“你的电话怎么
打不通了？”“充不起电了，坏了。”再问要不
要给他买个老人机？他摇摇头：“不用了。”

——“那你有事情就喊护工给我打电
话，我的电话你记得吧？”

——“你的电话我永远记得……”
田玲转身跟我们说，她想单独跟老人说

说话。

一个人→一个人
再出来的时候，眼睛和鼻子都红了。她

跟护士长商量，可以拿老人的医保卡和麻醉
卡到肿瘤医院开药，再带过来。想想又担心
老人万一需要紧急入院，医保卡不在身边，
会很麻烦。最后商量的办法，由护工每半个
月去西彭的医院给他开吗啡。

社区工作人员刘燕告诉重庆晚报记者，
这段时间老人情况不好，社区这边隔三差五

就会去看看，费用这边都跟院里商量好，没
有增加老人负担。甚至，他们已经联系好
了附近的公墓，老人关心在意的问题，他
们都已经妥善安排。“每次去看他，走的时
候，他都眼泪花花的……”刘燕说，有人去
跟他说说话，他都很高兴：“他也吃不下啥
东西，也不需要更多，也就是关心一下，对
他是个安慰。”

离开的时候，护士长特地叮嘱老人，即
使走不动了，也要在床上多活动腿，以免肌
肉迅速萎缩。院长孙利琼有些迟疑地问田
玲：“个别护工和老人，有点怕……他偶尔会
吐血……他们怕传染……”田玲又耐心地科
普了一次：“不传染的，你看我，跟他说话都
不戴口罩的，我一直都拉着他的手。你跟大
家说，不要怕。”问田玲是否要进门跟老人告
别，她摇头：“刚才说过了……告别太多了
……能少就少吧……”

重庆晚报记者 刘春燕 摄影报道

重庆晚报讯 （记者 赵帮清）“喝雪
花啤酒，游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上周
五，第四届酉阳桃花源·龚滩古镇雪花勇闯
天涯啤酒音乐美食节正式启幕。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由酉阳县桃花源
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华润雪花啤
酒（中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联合主办，
重庆雪狼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活
动为期3天。此次啤酒音乐节主要包含
音乐嘉年华、美食嘉年华、狂欢嘉年华三大
版块，活动期间来自重庆、四川、贵州、湖
南、湖北、江西等全国各市场的自驾车友与
游客共计超过万人前来酉阳参加啤酒音乐
晚会。

昨晚在啤酒音乐晚会现场，主办方不
仅用动感的音乐将现场的游客带入音乐秘
境，同时大长腿的模特也在现场上演了维
密T台秀，维密们婀娜的身材，华美的服饰
引得现场呼声不止。“这次来酉阳不虚此
行”来自云南的游客张先生说，平时很少出
来耍，这次不仅听到了音乐，还探秘了桃花
源，非常值得。

喝啤酒听音乐品美食
周末万人齐聚凉都酉阳

重庆晚报讯 （记者 赵帮清）暑期
来临，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开始了暑期历
练行动。日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
械工程学院的学生在垫江县开展了为期4
天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在四天里，社会实践服务团队与垫江
县禁毒办举办了一场“禁毒防艾”知识竞
赛。向大家普及禁毒防艾的基本知识，号
召大家自觉远离毒品，消除对艾滋病的恐
慌和误解，增强民众拒毒防艾的意识。此
外他们还前往垫江县太平镇九龙村开展
了“关爱留守儿童，看望孤寡老人，传播欢
笑和爱”的主题实践活动。据介绍，此次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旨在
提高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大家的
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为大学生提供进一
步认识和了解社会的途径，不断从生活中
和社会工作中感受自身以外的内容，开阔
眼界。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下乡”走进垫江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杨华）市气象台
昨天中午才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下午
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江津更是出

现了雨后彩虹。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
各地晴到多云，局地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届
时，主城最高气温将再冲38℃，专家提醒市

民，防范好雷电、大风、冰雹、局地山洪等灾
害事故，近期，天气高温多变，应尽量减少
户外活动。

主城天气预报
17日：晴间多云，27～38℃。
18日：晴到多云，27～38℃。
19日：晴到多云，28～37℃。

主城最高气温再冲38℃

杨希贤老人情况不太好
田玲医生到养老院探望

当你又老又病
孤身住进养老院
想见一个人……

84岁的杨希贤是个孤寡老人，肺癌晚期患者，患病的这8年，他把重庆
肿瘤医院的医生田玲当作最信任、最依赖的人：所有治疗方案，听她的；病痛
折磨到咬牙难忍的时候，给她打电话；甚至要把卖房子的钱给田玲：怎么用，
你决定……被婉拒后，他在铜罐驿后山挖了一株曼陀罗花送给她。7月13
日中午，暴雨将至，空气又潮又腻。铜罐驿二社区工作人员卢俊祯传来消息
说，杨爷爷情况不太好，已经不能下床，田玲决定去看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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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玲和杨希贤开心的聊天

▲田玲（右）和护士长、孙院长在商量如
何给老人开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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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配对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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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姐婚介 假赔10万

遗 失 分 类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租 售

钟律师13896183680
律 师 服 务

会所山庄转让
山庄位于南泉樵坪山风景

区，占地50亩，有建面2000多平
方，有古树，奇石，鱼塘，生态环境
佳，交通方便，水电齐全，有意者
请打13527338939电话，邓生

本公司依托贵州自
有高山农场提供的高山
蔬菜和肉禽蛋鱼等生态
农产品，在市内经营餐饮
和生鲜农产品专卖店，同
时为单位团体食堂配送
及承包服务，欢迎联系!
因业务需要特招聘总经
理，待遇从优!

招 聘

联系人谭13308315424 ◆锦添公司渝DN1139营运证遗失◆重庆隆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J5658营运证500110062771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重庆富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
皮卡车（车辆牌照号码渝BJ7032）（车辆识别号
码为 LWLTFSEDX8L026250）机动车车辆行驶
证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有效证件
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债务。公司
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
自负。特此公告。重庆大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8000092015）2017年7月17日
注销公告：重庆乐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2073676976M）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
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乐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7日
恒业公司渝BS1367营运证500222015663遗失。添福公
司渝BQ1086营运证遗失。中锦公司渝BL1723营运证遗
失。景泰公司渝 BG6160 营运证 500103026089 渝
BG2523 营 运 证 500103024114 渝 BG7639 营 运 证
500103026088渝BH9999营运证500103009272遗失作
废。耀富公司渝BN7673营运证遗失。重庆鼎发汽车运
输发展有限公司渝BL8812营运证500222031039渝
BR8265营运证500222013472遗失。遗失声明：兹有重庆市
安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合格证遗失，车辆型号：DFL1120B21车
辆识别代码：LGAX2A128G1040424特此声明！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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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的钱都给你”，84岁爷爷
毕生家当要给30多岁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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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708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6 2 0 9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719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4 6 7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7月16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重庆市)
第1719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4 6

8 8 3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7190期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7082期

红色球号码
14 18 21 25 28 29

蓝色球号码
10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7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