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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 元元

抢购价：

京剧、黄梅戏、越剧、豫剧、二人转、相声小
品、广场舞、经典老歌、流行歌曲、革命歌曲、
还有沪剧、苏州评弹、快板、民间小调、大鼓戏、
花鼓戏、腰鼓、俄罗斯民歌、太极健身操等等。

歌曲、戏曲、相声、舞曲3200首不重样

清华同方公司（中老年电
脑普及扫盲活动）正式启动，本
次活动的宗旨是：成本价销售，
一台也是出厂价，让渴望上网

的中老年朋友都用上便宜满意的平板电脑，让
老年人和年轻人一样跟上时代，让老年人晚年
不再无聊，让老年人跟互联网零距离接触。

本次活动推出为老年人设计的第二代9.6
寸大屏平板电脑，（屏幕加大、像素增加、内存
升级、速度升级、系统升级）简单易懂，一学就
会，原价3328元，活动期间成本价销售，仅需
998元！全国仅限5000套，活动结束后立即
恢复原价3328元！

好消息

【二代9.6寸屏16G内存500万像素】= 998元 【平板一代9寸屏8G内存200万像素】=998元
同样的价位，当然选清晰度高反应快灵巧美观的二代平板电脑

能打电话 视频聊天

网上购物 、炒股

电子书、看报纸

看新闻、听评书

超长待机

象棋、麻将、围棋

网上买药

◆等于一部手机

◆一台电视机

◆一台电脑

◆一部照相摄像机

◆一台导航仪

◆一套百科全书

◆一部收音机、游戏机

中老年喜欢啥样的平板电脑
据老年协会统计，如今互联网时代处处使

用电脑，老年人不会电脑很不方便。大多数老年
人希望和时代接轨，希望互联网能为生活带来便
利，希望通过电脑娱乐、学习、了解世界、丰富精
神生活。为中老年朋友最喜欢的平板电脑，应具
有六大标准：一、要操作方便简单的，太难了不会
用；二、要大屏幕的看得清，不费劲；三、要大按键
的，有手写功能；四、要声音大，功能多，一体机省
事；五、要专业中老年系统，为老年人专门研发；
六、不要太贵的但上网速度必须快。

和年轻人一样跟上时代
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会用电脑，不会

微信、QQ、上网、网购，为此感觉自己落伍了，
自卑起来，感觉不仅身体老了，心气和头脑也
老了，现在智能化时代，智能产品和互联网带
来的便利，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如果不学
习，真就被时代淘汰了，清华同方平板电脑，简
单好学，从此和年轻人一样，与时代同进步，随
时看电影、电视剧、浏览新闻、再加上超大字体
及手写功能，无需忍受打字的痛苦。

（第二代）原价：3328元送老人专用系统

有了清华同方电脑，挂号不排队、购物
不出门、一键能呼救、一键买药、健康咨询都
能搞定。
一年让你省去上万元费用，就是让你省!省!省！

订购
热线：400-092-3566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全国联保 国家三包

简单好用功能多 中老年人喜欢
由于平板电脑的使用体验更为简单，没有

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电脑那么复杂的设置，上点
年纪的中老年人更为喜欢，在家上网，玩游戏，
出门也能随身携带，听歌，看书，导航，照相，样
样行。本次【中老年电脑普及活动】推出的平板
电脑是专为中老年朋友们设计的，虽说功能多，
可页面简单，“傻瓜式”操作，老年人一学就会。
外形尺寸长22.5厘米，宽16厘米，非常轻便，无
论是买菜、去公园都能轻松携带。

平板电脑就是让你省钱

活动仅限七天活动仅限七天 折抢第二代3
清华同方中老年平板电脑

健康资讯：近日，国内一家20年著名医

疗器械生产商向外界宣布：将旗下1000台腰

椎治疗仪免费赠送给1000名腰椎病、腰间盘

突出的患者，希望帮助他们走出病痛阴影。

以前，该治疗仪只在医院或高级疗养院专享，

普通百姓甚少了解，现在直接免费送就是让

更多的病友能够享用高端科技产品，为今后

大规模上市树立良好口碑。

该治疗仪是集远电子脉冲理疗、电动物
理按摩、远红外疗法、磁场疗法、热敷疗法为
一体的腰椎专业治疗仪，配合增效药垫对人
体常见腰椎疾病能起到镇痛、消炎、消肿、解

痉、恢复机能，可在同一治疗时间完成多种腰
椎病变部位的复合治疗。适用于：腰椎间盘
突出、腰肌劳损、腰椎骨质增生等病。

此次免费申领活动全国限量1000台，望
广大病友抓紧时间报名，送完即止。只要有
腰椎病、腰间盘突出的患者就可拨打报名电
话，免费申领价值2980元的治疗仪，每人限
领一台，重复申领无效。本活动仅针对病友
个人申领，如发现商业机构借机冒领，我司将
追究法律责任。（药芯费自理）

多功能腰椎治疗仪
来电申领

申领代码：102

申领
热线400-756-7897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生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川食药监械（准）字2014第2260024号成都东方人健康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一语 人惊惊

环球采撷

热读关键词 委 屈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委

屈。有人捡到手机想物归原主反而遭
到误解，有人见义勇为却意外伤了两家
心。个中委屈，谁又能体会？

本报讯 刚通过的《民法
总则》为公民见义勇为提供了
切实的法律保障。然而四川绵
阳人王勇，却在一次“失误”的见
义勇为中，意外伤害了两家人。

2015年10月16日晚，王
勇所住社区来了个马戏团演
出，王勇看戏时，背后一个小
伙突然抱着一个小女孩冲出
来撞上了他。王勇发现，小女
孩的嘴巴被小伙捂住，身为人
父的他下意识以为对方是个
人贩，正在“抢娃娃”，便抓住
对方进行一番询问，而那小伙
竟回答：“我就是抢娃娃，管你
啥子事？”这一回答激怒了王
勇。他一拳将小伙打倒。随

后，围观群众听说小伙“抢娃
娃”，也纷纷谴责并踢打小
伙。等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
小伙已身亡。经警方调查，该
小伙并非在抢娃，而是一次家
庭纷争。小伙是因心脏病身
亡，其所受外伤只是死亡的辅
助因素。事后，公诉机关指控
王勇故意伤害他人致人死亡。

近日，因王勇与受害家属
达成和解，再结合发生此事是
基于王勇见义勇为的主观目的
等因素，法院判决王勇犯过失
致人死亡罪，免予刑事处罚。
对此结果，受害人父母表示理
解，“王勇出手阻拦，是我也会
那样做”。（摘编自《成都商报》）

拾金不昧却被当成骗子
本报讯 因拾到他人手

机，浙江人俞正农在寻找失主
的过程中被人误会，让他受了
一天的“委屈”。

俞正农在浙江杭州经营
一家陶瓷品店，近日，他去南
京订货时入住某酒店。第二
天退房时，俞正农意外发现抽
屉里有部手机。

在回杭州的路上，俞正农
破解了密码。为找到失主，俞
正农翻看了手机通话记录，

“我给失主家人打了电话，人
家见我捡到手机要还回去，说
什么也不相信”。俞正农很苦
恼，他又试着通过失主的QQ
联系其他亲友，可人家一听他

要还手机，一个个“隐身”了。
最终，无奈的他决定将手机交
给警察处理。

经调查，警方找到了失主
贺先生，原来贺先生在河南商
丘开店，前些天也是去南京订
货，因此丢失了手机。最后，
丢失的手机被警方快递到商
丘使其物归原主。

其实，这已不是俞正农第
一次拾金不昧受“委屈”了。
他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当
时他把拾到的他人财物交给
了酒店服务员，但失主还是找
到了他，说酒店没有把失物交
还给他本人，事情就这么说不
清楚了。（摘编自《杭州日报》）

本报讯 冲着姚明代言才购买的
保健品，服用后无效，北京的冯某以虚
假宣传为由起诉药店和姚明。日前，
法院驳回了冯某对姚明的控告诉求。

冯某在北京某药房花88.2元购买
了一瓶鱼油软胶囊。冯某说，该产品
的宣传册上还有姚明的代言，但他食
用后感觉该产品效果并不好。为此，
冯某起诉药房退还货款并赔偿500元，
并要求姚明承担连带责任，赔偿精神
损失费1分钱和取证费1万元。

当地法院在调查后认为，涉案保

健品并未存在虚假宣传行为，也没对
冯某遭成实际损害。至于其宣称的

“因姚明代言才购买”的观点，据法律
规定，广告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
提是广告或宣传构成虚假广告或者其
他虚假宣传且造成消费者损害。不
过，姚明并未授权印制该产品宣传
册。最终，法院判决药房退还冯某货
款88.2元，驳回冯某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也指出，明星在用自己的公信
力为产品代言时应谨言慎行，遵守法律
法规和社会公德。（摘编自《北京晨报》）

本报讯 近日，人教版小
学语文教材中的个别课文引
发部分教师和家长的热议，甚
至被质疑是“假课文”。

受质疑的是人教社小学
二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一篇
名叫《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
该篇课文讲的是：爱迪生 7 岁
那年，妈妈得了阑尾炎，由于

来不及上医院，家里灯光又昏
暗，他就想出了用镜子聚光的
办法，帮妈妈做手术。然而资料
显示，1847年出生的爱迪生7
岁那年是1854年，而世界上第
一例阑尾炎手术则是1886年。

其实，小学语文课本里被
“挑刺”的文章还有不少。课
文《地震中的父与子》中说，

1989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
震，一位年轻的父亲冲向他 7
岁儿子的学校。但事实上
1989 年美国洛杉矶没有发生
地震。《华盛顿与樱桃树》一文
中，幼年华盛顿砍倒了家里的
一棵樱桃树，向父亲承认错
误，并得到了原谅。但考古学
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华

盛顿童年所住的房屋曾种植
过樱桃树。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副院长申国昌认为，中小
学语文课文选取，不仅要注意
文学性，也要注意历史真实
性。同时，应鼓励学生自由探
寻真相，引导他们“尽信书不
如无书”。（摘编自澎湃新闻）

见义勇为不料误伤两家心

个别小学课文被指内容杜撰

姚明代言保健品惹官司

“树大招风，不看病了。”
——近日，河南新乡

乡村医生杨全鸿在自家诊
所的院子里，烧掉了行医
近50年病人因无钱看病所
写的欠条。此事被曝光后
引发网友关注，其中也夹
杂着指其“作秀”的质疑
声。面对质疑，杨全鸿如
此说。（据《河南商报》）

跟一句：“吃瓜群众”成
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们现在订单接得
很手软。”

——随着共享单车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大城
市，共享单车本身也给自
行车生产制造这个“夕阳
产业”带来第二春，有自行
车生产商如此说道。（据

《北京青年报》）
跟一句：互联网经济，

人人受益。

意大利老人会百余种
外语 意大利 86 岁的里卡
尔多会说100多种语言，并
且他小学肄业还从未出过
国。里卡尔多对语言有着
极大兴趣，他一边捧着外
语语法书，一边读原著版
本，就能掌握那门外语。
（摘编自《都市快报》）

湖北一医生“绘图说
病”42 年 看病就医时，面

对医生抛出的一大串专业术语，患者常处
于“云里雾里”的状态。而湖北襄阳市第
一人民医院普外科肝胆胃肠专科63岁的
聂继光医生，42年来坚持通过绘图方式，给
患者分析病因和讲解手术过程，帮助患者更
直观了解病情。（摘编自《汕头特区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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