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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长妹笑容不断，拖着女儿参观
在市救助站的住所。中山市救助管理
站业务股股长何伟兴说，发现武长妹
是在 2017年 4月 15日，当时老人在坦
洲三乡一带的街头独自流浪，由当地
民警送到救助站。

“戴顶小帽子，衣服破旧，随身的行
李袋里装了一些矿泉水、馒头、面包、少

量现金，甚至还有一口小铁锅。”何伟兴
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老人的方言口音特别重，两年来，
只能通过手势来交流。譬如眼睛不舒服
她就指指眼睛，腰不舒服就拍拍背。想
喝水，指一指一次性的纸杯等。”何伟兴
说，虽然武长妹在救助站时身体硬朗，
生活自理，但由于其精神有问题、语言

不通，“身份信息”“为何流浪”“家住何
处”等关键信息一直无法核实。

“登报、提取DNA、人脸识别、寻亲
网等等，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就是一
直寻找不到。”期间武长妹很想家，经常
吃完早饭就提着行李在门口向外张望。
每次看到救助站其他朋友出站回家，她
便跑回房间一遍又一遍地收拾行李。

“上课带错书了，求夸。”“那你
可以学两科知识了，夸。”

“我终于练出腹肌了，求夸。”
“敢于露出自己真实形象，夸。”

近日，微信“夸夸群”在中山部
分高校火起来了，有学生发起的微
信群建立仅48小时就有439人加
入，大家在群里分享喜悦或烦恼，甚
至细微的生活日常也成为值得夸赞
的事。别样的处事态度与看法，一条
条幽默有创意甚至浮夸的赞美，让
每个分享的瞬间变得温暖而治愈。

■“夸夸群”在高校吸粉众多
“求夸”与“夸赞”在日常生活和

人际交往中往往羞于表达，但最近在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微信“夸夸

群”迅速在学生间流行，掀起一股幽
默新颖甚至浮夸的“夸赞”热潮。同学
们把学习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甚至细
微琐事发上群，很快就会收到群友的

“花式夸赞”，有的言辞诙谐、创意十
足，让人忍俊不禁。

大二的高同学是“夸夸群”群主，
说起“夸夸群”大受欢迎，他觉得有些
意外，“约半个月前，我看到清华、北
大的‘夸夸群’在网络走红，就萌生了
在自己同学中建‘夸夸群’的想法。”
高同学介绍，他于 3月 12日中午建
群，短短两天内已有 439名成员，群
里气氛活跃，发言都以夸赞、鼓励、鞭
策为主，充满幽默感和正能量。

为维护群氛围，群主借鉴了其
他高校的经验，设立了群规，“比如

我规定要积极发现他人优点和长
处，营造和谐的群氛围，禁止传递过
于负面的信息、低俗内容、广告和脏
话，我希望这个群是纯粹给大家带
来欢乐，减轻心理压力的平台。”

群成员2018级工业设计专业的
高同学把“夸夸群”称为“快乐源
泉”，他认为这是情绪宣泄的窗口，
积极有趣的交流平台，也是一种新
型的交友方式，而中山职业技术学
院的吴同学则认为“夸夸群”里的互
夸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据了解，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广
东药学院等高校也建立了“夸夸
群”，国内各地高校，如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西安
交大等的“夸夸群”吸粉众多，甚至

有团队正在开发“夸赞”的小程序。

■从“花式夸赞”中嗅到商机
随着“夸夸群”在高校中流行，商

人在电商平台乘势推出“夸人服务”，
买家付款后就能被从各方面夸赞。

记者联系到一家的电商体验
“夸人服务”，该商家以 30元 5分钟
的标准计费，并且会根据被夸者的
经历与特点来定制夸赞言论。下单
后，商家将消费者和夸赞人拉进一
个以被夸者姓名来命名的微信群，
进行为时五分钟的服务。夸赞用语
主要以网络流行语以及“土味情
话”为主，内容大多是积极正向的
鼓励。
见习记者 王欣琳 实习生 卢泓宇

网店商家缺斤短两
被判赔9000余元
市第一法院近年来涉消费

者权益纠纷案件持续增加
3月14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通报了该院

近两年受理的涉消费者权益纠纷总体案情。数据
显示，2017年至今年3月，该院受理买卖合同、服
务合同、产品责任纠纷等案件呈上升趋势。消费
者权益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维权方式日趋完善，
绝大多数案件中消费者的主张都得到法院部分
或全部支持。

典型案例：售卖零食缺斤短两，商家
被判赔9000余元

去年1月，家住西区的高先生在淘宝一网店
购买了16箱进口零食大礼包。到货后，高先生发
现商品与卖家宣传不符，商家在宝贝详情中描述
净含量 4500g，但收到货后包含快递箱子重量为
4150g，剔除快递箱子重量为3400g。

高先生认为，商家故意隐瞒商品的真实情
况，欺骗消费者购买，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他将商家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商家退还货
款3158元，并按货款3倍赔偿9474元，总计12632
元。商家没有到庭应诉，也没有提及答辩状。

法院审理期间拆开高先生提交的食品包装
箱进行查验、统计，发现28件包装礼盒净含量共
重1993克。而礼盒被填充的饱满，平均每件净含
量约为 71（1993÷28）克，最重一件商品也仅为
228克，实际重量甚至不足对外宣称的一半，明显
存在严重缺斤短两的情形。

近日，法院结合案情，依法判决商家退还
3158元货款并赔偿高先生9474元。目前，该判决
已生效。

以案说法：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商
家应诚信守法经营

记者从市第一法院了解到，该院涉及消费者
权益的买卖合同、服务合同、产品责任纠纷、产品
销售者责任纠纷以及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总数逐
年上升，2017 年收案 1922 件，2018 年 2262 件，
2019年 1-3月为 486件。其中，占比最大的买卖
服务合同 2017年收案 1839件，2018年 2130件，
今年1-3月为452件。

市第一法院民事二团队五审判单元贺铁斌
法官介绍，从近年来受理和审结的案件来看，消
费者权益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甚至有消费者因为
买绿豆少了 2两而起诉超市，最终经法院调解，
超市经营者当庭道歉并按法律规定赔偿500元。

同时，消费者的举证能力也大为提高，更懂
得保护好证据维权。“买卖合同中，消费者基本都
能保存好购物小票，保持商品原样；产品质量问
题则懂得事先找专业机构出具相关报告。”贺法
官说，除了“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人诉求被驳回
外，绝大多数消费者的主张都得到法院部分支持
或全部支持。

法院提醒，提供商品、服务的经营者应对自
己的产品和服务尽到谨慎义务，对过期食品及时
下架清理，规范商品标签等并做到诚信经营、守
法经营。

本报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吴娟欢

走失13载 75岁老人与家人团圆
市救助站倾力相助寻亲，这位云南老人终在中山与儿女重逢

3月14日上午9时15分，今年75岁、来自云南省
香格里拉市金江镇的走失老人武长妹和她远道赶来的
女儿李文仙在市救助站相拥而泣。

这一幕，两人都等了很久。
13年前，患有精神疾病的武长妹在云南离家走失

后再无音讯，家人一直在当地苦苦找寻。两年前，武长妹
住进中山市救助站，经过多地寻亲志愿者、民政干部和
救助站工作人员接力牵线，3月11日和儿子通过视频
电话成功认亲。

文/见习生 陈伟祺 本报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钟民轩
图/本报记者 缪晓剑

再喊一声“妈妈”等了13年
刚吃过早餐后，武长妹便

在大堂独自踱步，不时张望，
等待接她的亲人。

9 时 15 分，一辆车牌“云
R”开头的小轿车驶入市救助
站，车刚停稳，车门打开，走出
的依次是老人的儿子、女儿、
女婿和侄儿。

“妈妈，妈妈……”一声“妈
妈”等了13年，刚进门李文仙便
箭步冲过去，一把抱紧妈妈，泪
水夺眶而出。儿子李文军在一
旁强忍着泪水，眼眶通红。

“别哭，别哭。”听到妈妈
用熟悉的家乡话安抚自己，压
在李文仙和家人心头 13年的
大石终于放下了。

“妈妈患有精神疾病，一
发病就往外跑。从上世纪90年
代开始，先后走丢过6次。2006
年 4月一天傍晚，我们从农地

里劳作回来，翻遍家都找不到
妈妈。”自此，李文仙、李文军
兄妹3人开启了漫长的寻母之
路。

“每次听到有疑似妈妈的
消息，我们都会立即去找。”李
文仙、李文军曾坐着公交、客
运汽车一站站地跑，附近的迪
庆、大理、攀枝花等都留下了
他们的足迹。而在外打工的女
婿也通过当地商会、老乡群发
送消息，可每次都扑空。

今年 3月 11日，一通来自
中山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电
话找到了李文军。

“是妈妈，真是我们的妈
妈。”通过视频，李文军确认
母亲身在千里之外的中山，
安顿得很好。12 日晚上 8 时，
李文军一行从金江镇正式启
程来中山千里接亲人。

语言不通无法核实身份信息

转机出现在去年 8月，中山市救
助站工作人员通过“宝贝回家”志愿微
信群，把武长妹的一段讲话视频发布
到群上，群里来自云南的志愿者认为，
武长妹的口音像来自云南丽江一带。
可一直到 10月份，丽江市救助站多番
比对，始终没有找到武长妹的家人。

正当中山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打算把婆婆带到丽江一带实地寻亲
时，却传来了好消息。“丽江救助管理
站的工作人员将武长妹的视频依次
发到附近的乡镇民政工作群，迪庆、
玉龙、香格里拉……最后被玉龙县巨
甸镇的一个民政助理员看到了。他不

仅能听懂老人说的话，最巧合的是他
还认识老人的儿子李文军。”何伟兴
说，正是这个偶然的机遇促成武长妹
的回家路。

据介绍，2018年市救助管理站帮
助站内受助人员成功寻亲 80例。2019
年截至3月14日，共成功寻亲22例。

多地救助站联手爱心接力

“夸夸群”在高校流行“花式夸赞”吸粉众多
专家提醒理性对待“夸赞”，切勿过度依赖

面对这种现象，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老师李翠表示，正面积极的肯定对
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是必须的。夸夸
群现象表明人们渴望受到关注。“夸
夸群”中的夸赞是及时的，甚至是幽
默的，但是它难以涉及每个人内心
真正需要鼓励的部分。同时，她提醒
学生不要对“夸夸群”形成依赖而失
去独立思考和自我肯定、自我判断
的能力。“鼓励自己最主要的方式是
来自于自己和你重要的他人，自己
给的（鼓励）会更切中要点，更持久
有力，并且随时可以获得。”她说道。

■专家之声：
理性对待，勿过度依赖

工业园厂房招租
厂房 2 万平方米，水电汽齐
全。招洗水染色印花定型排量
少商家。无排放厂家，15元/平
方米起。中山民众沙仔工业园
18938768808石生

关于陈绍权因三角镇高平村兴源三街7号自建房“11·7”一般生

产安全事故被行政处罚一案申请听证，根据《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

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我局定

于2019年3月19日15时在石岐区民生路38号市政府民生办公区七

楼中山市应急管理局701会议室公开举行听证会。

特此公告。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3月15日

行政处罚听证公告

公 告
广州市安坤物流有限公司：

在中山市南区中环路“12·10”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案中，
本机关于 2018 年 9月 27日发出（中支）安监罚[2018]98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决定对你（单位）给予罚款人民币贰拾壹万元整（￥210000
元）的行政处罚。因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决定未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该行政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现催告你（单位）自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到指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山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中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分行）缴纳罚款。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
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请你（单位）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行政决
定履行催告书》（中支）安监催告〔2018〕98号，逾期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地址：中山市石岐区民生路38号 联系人：詹宇南、柯国杰，联

系电话：0760－88391605﹚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3月15日

公 告
杨胥霆：

在中山市南区中环路“12·10”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案中，
本机关于 2018年 9月 27日发出（中支）安监罚[2018]99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决定对你（单位）给予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
元）的行政处罚。因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决定未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该行政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现催告你（单位）自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到指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山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中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分行）缴纳罚款。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
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请你（单位）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行政决
定履行催告书》（中支）安监催告〔2018〕99号，逾期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地址：中山市石岐区民生路38号 联系人：詹宇南、柯国杰，联

系电话：0760－88391605﹚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3月15日

坚决铲除黑恶势力，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武长妹与儿女重逢武长妹与儿女重逢。。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066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2、5、7
“排列五”中奖号码：2、5、7、9、2
兑奖时间从2019年3月14日起至2019年5月13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3月14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29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8）、（11）、（17）、（23）、（32）、（33）
蓝色球号码：（10）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66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3）、（0）、（8）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66期开奖结果
如下:
基本号码：（04）、（09）、（14）、（24）、（29）、（30）
特别号码：（22）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66期
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22）、（鸡）、（秋）、（北）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好消息：继2月24日“南粤风采”36选7第2019048期开
奖，位于火炬区濠头大道46号的44110149福彩投注站中
出了5注一等奖，总奖金1412万元；2月26日双色球第
2019022期位于东区库充大街西4幢16卡的44110210
福彩投注站中出了1注一等奖，总奖金550万元。相信梦
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