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底，巴（

中

）南（

充

）高速公路

将试通车。昨日，四川巴南高速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介绍， 巴南高速总长116公

里， 本月底前试通车里程长106公里，春

节前将全路段通行。“试通行期间， 将不

收取过往车辆通行费。”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南充出发，

驱车试行巴南高速南充段。为您提前打

探路况、感受沿途风情。在试行过程中，

成都商报记者一直保持120公里的时

速，仅用20分钟时间跑完李桥到仪陇新

政34公里路程， 加上先前G75高速南充

北站至李桥的40公里，南充到仪陇车程

为40至50分钟，这比未通高速前节省了

一半时间。

对于市民最关心的巴南高速收费事

宜，相关负责人介绍，收费标准已报省物

价部门审批，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他分

析说，巴南高速隧道和桥梁并不多，尤其

是南充段仅一座隧道10座桥梁， 因此收

费不会太高。

目前，从成都开车到巴中，一般走成

绵、绵广和广巴高速，全程400多公里，耗

时将近5个小时。成德南、巴南高速建成

通车后，成都至巴中的距离将缩短至300

多公里， 开车时间也缩短至3个多小时。

巴中也将与达州、南充、广元实现1个半

小时通达， 构建以高速网络为纽带的川

北2小时交通圈。

成都商报记者 邓成满 摄影报道

不少家长都认为，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爸爸护卫队”让人感受到了温暖。但也有

家长提出质疑： 校园安全是学校分内事，

“请”家长来轮流护卫，是不是利用家长对

孩子的爱心？

昨日， 该幼儿园园长宋开颜介绍说，

“其实，有些家长的担心是多余的。”宋开

颜表示，该园的安保措施很到位，重要出

入口都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 每天有1位

保安和4位老师站岗。即使没有“爸爸护

卫队”，该园也完全能保障孩子和校园安

全。幼儿家长加入“爸爸护卫队”，只是对

校园安全防范的一种补充和加强。在宋开

颜看来，幼儿园里都是女教师，而“爸爸

护卫队” 也可以给孩子们树立男子汉的

榜样，又为平时缺失的“爸爸教育”补上

了一课。

对此，乐山市中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园所处街道十分拥挤，建立“爸

爸护卫队”十分有必要，但这并非是幼儿

园的安保措施不到位，而是“家园共育”

的具体体现。目前来看，家长非常支持，效

果也很明显。下一步，可以考虑在市中区

其他幼儿园进行推广。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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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校园安全防范和

维持秩序工作， 本月中旬，乐

山市中区实验幼儿园成立了

“爸爸护卫队”，每天上学、放

学时在校园门口站岗执勤，为

孩子们的安全保驾护航。目

前， 已有40位家长报名加入

“爸爸护卫队”。

不少家长都认为， 爸爸们

的保护给孩子平安增加了一道

防护线， 让所有家长吃了一颗

定心丸。但也有家长提出质疑：

校园安全是学校的分内之事，

如今“请”家长来轮流护卫，这

是在利用家长对孩子的爱来为

学校所用。

对此， 该幼儿园园长宋开

颜表示，该园安保措施很到位，

即使没有“爸爸护卫队”也完

全能保障孩子和校园安全。幼

儿家长自愿加入 “爸爸护卫

队”， 是对校园安全防范的一

种补充， 同时又为平时缺失的

“爸爸教育”补上了一课。

昨日上午8时30分， 乐山市中区实验

幼儿园校门敞开，一位保安、四位老师到

岗，还有三位佩戴着“爸爸护卫队”标志

的家长也在校门口一字排开，迎接上学的

孩子们。

据了解， 每天早上8时30分至9时，是

该幼儿园幼儿进园的时间。成都商报记者

在该幼儿园门口看到，由于幼儿园地处乐

山城区张公桥繁华地段， 道路也比较狭

窄，不时有汽车、摩托车等从校门口驶过，

显得十分拥挤。

“小朋友，早上好！”看到有家长领着

孩子到来， 幼儿园的老师和 “爸爸护卫

队”的家长都会笑着和他们打招呼，而小

朋友也会叫“老师好！”“叔叔好！”当校

园门口道路有些拥堵时，“爸爸护卫队”

的家长则会临时疏导交通，提醒送孩子的

家长注意安全。

昨日下午4时许，幼儿园放学，另外两

位幼儿的家长又佩戴着“爸爸护卫队”的

标志站在了校门口，其余家长则自觉排队

接孩子放学。

今年40岁的蒋维恩是一位退伍军人，

也是最早加入该园“爸爸护卫队”的家长

之一。“当时，幼儿园发出成立‘家长护卫

队’的倡议时，我们好几位家长也正有此

想法。”蒋维恩介绍说，特别是近期国内外

发生的几起校园安全案件，让他觉得“爸

爸护卫队”十分有必要。

“每周轮到他值一次班，每次也就半

个小时，完全没问题。”蒋维恩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他在乐山城区做点小生意，时间

还算比较自由，有时时间充裕，他还自愿

多值几次班，只要是为了孩子的平安和快

乐，一切都值得！

昨日的“爸爸护卫队”中，有一位“爸

爸”的年纪明显偏大。“我是孩子‘爸爸的

爸爸’。”今年已经59岁的罗廷均笑着说，

当时听说幼儿园要成立 “爸爸护卫队”

后， 他去找了园长好几次，“我一定要参

加，因为我是孩子爸爸的爸爸，也要为孩

子安全出一份力。”

护卫现场

爸爸们佩戴标志站校门口

家长说法

为了孩子平安快乐 值得！

回应质疑

只是安保补充 意在“家园共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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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店内

3少年身亡

古蔺警方初判一氧化碳中毒

23日，适逢古蔺县双沙镇场镇赶集。

由于自家摩托车修理店门市一直没有开

门， 修理店老板雷震的妻子找到了当地

派出所民警。 等到派出所民警破门进入

才发现，店内3少年已悉数死亡。成都商

报记者从双沙镇政府获悉，初步判断，三

少年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死亡三人

中， 有两人是修理店内的学徒。 另外一

人，则是看管附近工地的少年。”三少年

最小的14岁，最大的17岁。

当地居民蒋某介绍， 三名孩子死亡

的地方，在雷震开设的摩托车修理店内。

按照习惯，雷震的修理店都会早早开门。

雷震的妻子从家里来到修理店后， 敲不

开修理店的门，这才报了警。民警破门进

入后才发现，店内的三名孩子均已死亡！

店内当时生有煤炭火。”

双沙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得到

报告后， 政府随即派人协助警方展开调

查，并同时着手善后工作，“古蔺县公安

局治安大队干警也很快赶到双沙。 公安

局通报的情况显示，初步判断，三少年之

死系一氧化碳中毒。”该负责人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320名农民工被欠500万

巴中派人维权成功追回

因项目经理玩“空手道”，山东省海

阳市一开发小区的在建工程被拖欠工资

500万元， 导致巴中市320名民工无钱返

家。昨日，在巴中市委、市政府派出的维权

组的努力下，500万元工资被如数讨回。

为确保320名农民工在元旦佳节前

能拿到工资并顺利返乡， 此前巴中市派

出维权人员王晓荣赶赴山东维权。当晚，

在维权人员的坚持下，海阳市住建局、海

阳经开区管委会最终决定， 要求工程开

发商在5日内支付500万元，优先解决320

名农民工工资。 昨日，320名巴中籍民工

已拿到了500万元的工资并顺利返乡。

（刘先贵）

规划近18平方公里

内江城南将再造一座新城

内江旧城提升改造正在火热进行，

建设中的103平方公里内江新城主要向

北发展，如今，内江城南也将崛起一座新

城。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内江市市中区

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获悉， 内江已确

定城南乐贤新区的范围， 规划面积约

17.38平方公里。城南乐贤新区最快有望

在明年春节后启动建设，建成后，一座三

面环水的生态宜居新城将在内江城南崛

起，成为市民的“后花园”。成都商报记

者了解到，新区勘察测绘工作已启动，市

中区将按照资源、资金、人才、项目向城

南新区倾斜的原则支持新区开发建设。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攀西高速边坡垮塌

司机赶紧踩刹车

昨日上午8时40分许，攀西高速垭口

收费站附近，右侧边坡堡坎发生垮塌，约

1万立方米的条石、 泥土等涌入高速路

面，攀枝花至西昌方向的交通阻断。攀西

高速公路攀枝花管理处现场负责人冉爱

表示，预计道路交通恢复时间需要一周。

据现场高速交警介绍， 边坡发生垮

塌时，车牌号为川W54305的货车刚好行

驶到垮塌位置前方。 当时驾驶员张应金

发现边坡滑动异常， 赶紧踩刹车， 换倒

挡，向后倒车避险。攀西高速公路攀枝花

管理处现场负责人冉爱表示， 具体垮塌

原因，还需进一步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罗本平

成都检查88批次CNG产品

1批次不合格

昨日，记者从成都市质监局获悉，为

进一步加强成都市车用压缩天然气（

以

下简称

CNG） 质量安全监管， 消除因

CNG质量问题引发的气瓶安全隐患，今

年四季度该局对成都市CNG质量组织

进行了一次专项监督检查， 共检查全市

CNG加气站88家，抽查产品88批次,经检

验，合格87个批次，合格率为98.9%，其中

1批次不合格为四川长新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被判定为水露点超标

。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昨日下午，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一

张照片：一名年轻男子倒在地上，两名荷

枪实弹穿制服的人员， 用枪对准年轻男

子。随后，成都商报记者从绵阳警方获悉，

当天下午，在绵阳南河路与体运村路交叉

处的某银行门口， 两名押钞员从银行走

出， 一人手里提着一个装满钱的钱箱，一

人手持武器护钱。突然，年轻小伙子冲上

前，伸手抢夺钱箱。瞬间，护钱的押钞员一

脚将其踢开，枪托砸下，其他几名押钞员

立即围过来，将其制服。整个过程，只有短

短不到5秒钟。

目击者

突然冲出个年轻人，抢钱

昨日下午4时许，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

事发地，银行仍在正常营业，门口地上，依

稀还能看到几滴血迹。

银行员工宋女士，亲眼目睹了整个过

程。“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回想起

事发当时情景，她仍感到有点害怕。宋女

士介绍，事发当时，是每天例行的银行与

押运公司交接时间， 他们按照正常程序，

跟押运公司的押钞员进行完交接。

“押钞员刚刚出银行大门， 走下台

阶，旁边突然冲出一个年轻人，抢夺押钞

员手中的钱箱。”宋女士说，提钱箱的押

钞员旁边， 还有一名荷枪实弹的押钞员，

该押钞员反应十分敏捷，几乎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将年轻男子制服，并踩在地上。

宋女士来不及多想， 飞快地冲进银

行，和网点同事一边打“110”报警，一边

向上级汇报情况。两分钟内，警方赶到现

场，将小伙子带走。

绵阳市民范先生， 也是事发后第一个

发微博的博主。他介绍，昨日下午两点五十

分左右，他坐出租车到南桥头办事，看到有

一群人围观，便上前观看：几个武装押运的

保安，围着一个手上有点血迹的小伙子，一

位保安正打电话给领导汇报情况。

“小伙子好年轻哦，当时我听说是小

伙子徒手抢押钞员手上的钱箱，感到不可

思议。”范先生说，因为有事，他拍下当时

的场景便离开了现场。

银行附近一家水果店老板介绍，当时

他正在看电视， 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后，就

发现有很多人在围观。“时间太快了，我

没看到过程。”该老板说。附近多家店主

表示，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小伙子瞬

间被制服，他们知道情况后，都只看到小

伙子躺在地上，已被押钞员制服。

保安公司

不到5秒钟 制服抢钱者

昨晚6时许，负责此次押运任务的4名

押钞员，来到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城

厢派出所做笔录，他们一位姓张的负责人

陪同。

“事发后，他们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

话，我感到惊讶，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情况。”张先生介绍，经他了解，当小伙子

冲上前，手刚刚触摸到钱箱，护钱的押钞

员便一脚将其踢开，随即上前，用枪托砸

向抢钱箱者，并一脚将其踩在地上，另外

的押钞员，迅速上前，用枪指着躺在地上

的小伙子，将其制服。

张先生介绍，他们属于绵阳市保安公

司，每次押运，都是一人提钱箱，一人荷枪

实弹在旁边护卫，另外，银行门口和运钞

车旁也各有一名荷枪实弹的押钞员。“我

们都有专门的培训， 此次制服抢钱箱者，

时间只用了不到5秒钟。”张先生说。

警方

作案者打的跟踪运钞车

昨晚6时许，绵阳警方介绍，经过初步

审查，作案者姓肖，绵阳市游仙区中兴镇

人，是一名养子，今年22岁，无业。肖某头

脑清醒，交代问题时，思维也有逻辑性。

警方介绍，由于缺钱花，从23日起，肖某

就打定主意，要做一桩买卖。23日下午，肖某

就从中兴镇坐车前往绵阳，他将作案目标锁

定在银行外面的运钞车。 从他到绵阳开始，

就在城区各银行门口转悠，寻找机会。

昨日下午2时40分左右， 他在红星街

的银行外看到运钞车后，由于没有作案机

会，便马上打的跟随，当运钞车在南河路

与体运村路交叉处的银行停下后，他也下

车，等待机会。

“经初步审查，他没有带任何武器，

他的想法，就是在押钞员出银行门口那一

刹那，冲上去抢过钱箱就跑。”负责该案

的民警介绍，肖某是否还有同伙，目前正

在进一步审查中。

雷建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绵阳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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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人：范先生

达州端掉

一高科技驾考作弊团伙

昨日，记者从达州市交警支队获悉，

该支队日前与达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成

功破获一起不法分子利用针孔摄像头和

无线耳麦进行驾考（

科目一

）作弊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5名， 缴获无线发射器、接

收器、 针孔摄像头和无线耳麦等作弊工

具一套。

嫌疑人叶某交代说， 每次考试过关

之后才向学员收取1000元钱， 没有考试

过关的并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其中一部

分钱还会被介绍业务的‘串串’分走。目

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曾猛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柯江

三场跳绳大餐 等你品尝

“我们准备了丰富的跳绳大餐，邀请

各路跳绳达人来品尝、挑战。”赛事组委

会副主任，什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殷

萍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根据与栏目组的

讨论，将此次邀请赛分为了三大部分，央

视少儿频道《异想天开》栏目组进行全

程录制， 并预计在明年1月份分3期在央

视播出。首先，在什邡选拔了12所小学的

孩子学习跳网绳， 要求150人同时摇动

75根跳绳， 一名队员在场中央连续跳

跃， 看谁在规定时间内跳的个数最多。

“我们会先进行12所学校的选拔， 挑出

前三强，将其队员打散重新组队，来挑

战2002年7月北京三路居小学创下的连

续跳跃160次的吉尼斯纪录。”导演苑京

海表示， 就目前孩子们的训练情况来

看，已经有不少队在练习时打破了160次

这个纪录。“相信在27日的比赛录制现

场，肯定能赛出好成绩，争取在人数和次

数上全面刷新吉尼斯挑战的纪录。”他

表示很有信心。

赛事组委会还邀请到了中国“三大

绳王”，分别来自北京、秦皇岛和西安的

王守中、胡平安和胡安民，在什邡市区

广场内摆了擂台， 进行挑战绳王擂台

赛，邀请群众自发报名挑战绳王及其弟

子的各类高难度的跳绳技艺；若你认为

自己有跳绳技巧的“独门秘笈”，也可

以上擂台秀一把，向绳王下“战帖”来

进行反向挑战。

在本月29日进行录制的邀请赛，还将

进行与国内顶级花式跳绳团队的“巅峰

对决”———花式跳绳邀请赛。“花式跳绳

会结合音乐、场地、队形的变化进行表演，

不受场地限制和人数束缚， 少则两三人，

多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都可以加入。”

什邡市体育局负责人何军表示，目前已有

秦皇岛、北京的国内高手将参加，诚邀成

都地区爱好跳绳的达人也来加入。

选择什邡 被这里的热情吸引

据了解，栏目组制定该节目方案时，

曾拟定几个城市录制拍摄。 当栏目组了

解到灾后重建后的什邡焕发着新的活

力，人居环境优美、各项基础设施完善、

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发展迅速增长，呈现

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时， 新什邡的魅

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跳绳是上世纪80、

90年代青年的童年记忆， 是一项老少皆

宜的全身性有氧健身运动。导演单娟说，

“我觉得在教育方面同样需要不同方式

的展现。 什邡灾后重建后的新校园给孩

子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学生们

良好的精神风貌非常符合我们栏目活

泼、阳光、向上的风格，所以我们决定将

这次录制拍摄地定在这里。” 她表示，希

望孩子们能在紧张的学习中， 运用这种

简单的工具锻炼身体， 而成年人也能借

此机会回味童年的记忆。

已经到什邡进行了一周多的拍摄前

期准备工作， 什邡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栏目组成员表示，灾后重建的新

校园，给孩子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热情好客的什邡人让人印象深刻。“什邡

是美丽的城市， 热情的什邡人让我们感

到非常亲切， 也为孩子们刻苦练习的精

神感动”导演苑京海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四川出台意见

鼓励航空公司开更多支线

昨日，省政府网站发布《四川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四川民航业发展的意

见》（

下称《意见》

）。《意见》提出，鼓励

航空公司开辟更多支线业务， 有效降低

支线运价。根据《意见》，到2015年，预计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将达43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70万吨；到2020年，

预计旅客吞吐量将达6300万人次， 货邮

吞吐量110万吨，争取客、货吞吐量进入

世界机场前30位。

成都商报记者 张疏桐

跃动青春“绳”采飞扬

什邡邀你秀“绳”技

与跳绳高手过招

徒手抢押钞员 5秒被制服

事发绵阳，警方称疑犯没带任何武器，他的想法就是在押钞员出银行那一刹那，冲上去抢过钱箱就跑

那一刹那

年轻小伙

子突然冲上前，

伸手抢夺钱箱。

瞬间，护钱的押

钞员一脚将其

踢开， 枪托砸

下，其他几名押

钞员立即围过

来， 将其制服。

整个过程，只有

短短不到5秒

太快了！

现场目击

者说，事情太突

然，小伙子瞬间

被制服，他们知

道情况后，都只

看到小伙子躺

在地上，已被押

钞员制服。“时

间太快了，我没

看到过程”

幼儿园成立“爸爸护卫队”

为孩子站岗放哨

园方说

这并非是幼儿园本

身安保不到位 ，“爸爸护

卫队” 只是安保补充，同

时又为平时缺失的“爸爸

教育”补上一课

你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吗？你想挑战网绳吉尼斯纪录吗？你想

登上央视荧屏一展你的花式跳绳技艺吗？你想与全国顶级花式跳绳

团队进行巅峰对决吗？由德阳市体育局、什邡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央

电视台少儿频道进行全场录播的“跃动青春‘绳’采飞扬”挑战网

绳吉尼斯暨花式跳绳什邡邀请赛将于29日在什邡举行， 现在通过

成都商报征集成都地区的花式跳绳达人，不论你是个人参加还是团

队参与， 只要你热爱跳绳并有一技之长， 欢迎拨打本报热线

028-86613333-1报名，还有希望获得万元大奖。

巴南高速月底试通车

爸爸说

近期国内外发生几

起校园安全案件 ，“爸爸

护卫队” 十分有必要。只

要是为了孩子的平安和

快乐，一切都值得

攀西高速

边坡垮塌实拍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疑犯被制服 范先生供图

巴南高速公路

12

月

24

日，乐山市中区实验幼儿园的“爸爸护卫队”在校门口站岗执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