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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叙永境内擦耳岩至庙儿关

5公里左右路段被冰雪阻断。这也是今年

入冬以来， 该路段首次因冰雪凝冻实行

交通管制。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叙永县

交警部门获悉，由于气温回升，目前大纳

路5公里冰雪路面， 冰雪已基本消融，道

路恢复畅通。不过，纳黔高速叙永—麻城

段仍继续冰封。当地交警部门提醒，现已

进入冰雪凝冻天气高发季节， 途经该地

段车辆，最好提前配备防滑链条。

昨日凌晨6点过，天还没亮开，叙永路

政大队普站道班班长瞿周义，就来到了大

纳路庙儿关路段。瞿周义介绍，29日早上7

时许，自己就来到路上。直到30日凌晨，协

助交警疏散完道路上面滞留的车辆后，瞿

周义这才回到道班。昨日一早，又再次出

发，“饿了，就到附近农户家中讨碗饭吃。

冷了，就只有不停搓手。”瞿周义表示。

叙永交警部门介绍，为保通道畅通，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封路！”从凌晨6时

起到中午12时，一个上午，瞿周义和另外

5名工人， 一共撒下了3吨多工业盐以及

大量锯末面等防滑材料，“冰雪路段，往

往都处在迎风口。寒风夹杂冰雪，撒下去

的锯末面不少都会被刮走。没有法子，我

们只能不停地撒！”瞿周义说。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冰雪阻断四川农民工返乡南通道 追踪

抗击冰雪路

半天撒3吨盐

夹金山赏雪

注意宝兴结冰路段

受连日来降温天气影响， 目前省道

210线宝兴境内结冰路段主要分布在波日

沟道班至夹金山山顶段，由于这段路海拔

在3000米以上，冰雪不易融化，驾车辆前

往神木垒以及夹金山赏雪的朋友，一定注

意谨慎驾驶。

二郎山路段

隧道口10公里全成冰

元旦期间，准备前往康定、泸定等地

自驾游的车主注意了，目前国道318线二

郎山路段已是白雪皑皑， 特别是从蜂子

河开始，一直到二郎山隧道口，10公里路

段全部积雪成冰，并且早晚有大雾，天气

情况相当恶劣。此外，该路段，路面狭窄，

弯多坡陡，属事故多发段。目前，天全县

交通部门已经按冬管规定， 对该路段实

施交通管制，过往车辆必须悬挂防滑链。

该路段每日最佳通行时间为11点至16

点。

成渝高速成简段

路面结冰 昨天封闭

昨日早晨，受路面结冰影响，成渝高

速成都至简阳段双向临时封闭。 据了解，

这也是自2011年初以来，成渝高速成简段

首次因结冰而实施封闭。 昨天上午7时19

分，冰情缓解，成渝高速成简段解除管制，

恢复双向通行行。高速交警介绍，管制期

间未因路面结冰发生交通事故。

北川生命通道擂禹路

车辆均需绑防滑链

冬至以来， 北川生命通道擂禹路上，

连续下雪、结冰、起雾，道路环境异常艰苦

恶劣。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北川交警大

队获悉， 该路段过往车辆均需绑防滑链。

同时，交警在该路段设置了服务站，给司

机提供粮油、食品、防滑链等。

峨眉山零公里以上

实行冬季交通管制

受乐峨高速开通的影响，前往峨眉山

景区自驾游的游客大幅增加。 据交警介

绍，这几天，峨眉山迎来数场大雪，出于安

全考虑，一度对峨眉山中山区万年寺以上

公路实行交通管制，但昨天上午已经取消

万年寺交通管制点。目前，零公里以上高

山区公路仍实行冬季交通管制，自驾游客

需要在零公里处换乘景区观光车辆进入

高山区游览。

张毅 周昆 姜雨 成都商报记者 蒋

麟 王圣 汤小均 顾爱刚

如要出行，请一定看过来

雅砻江锦屏二级电站昨发电

昨日， 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引水隧

洞的雅砻江锦屏二级电站首台60万千瓦

的机组投产发电。电站作为国家“西电

东送”重点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攻克了

多项世界级难题， 对我国超长引水隧洞

建设和引领国家水电科技进步都有里程

碑意义。 与工程巨大意义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整个投产仪式很简单，只用了短短

16分钟时间。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云华介绍， 锦屏二级电站正常发电

后，每年可减少原煤1130万吨，削减二氧

化硫约18万吨、二氧化碳1850万吨。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货车失控 3死2伤

12月29日， 宜宾市高县胜天镇兴盛

农贸市场街道发生一起路外事故，致3人

当场死亡、2人不同程度受伤。

据目击者称， 昨日是高县胜天镇乡

镇集市赶集的日子，赶场群众超过千人。

上午10时55分， 河南籍驾驶员张保勇驾

驶的货车打不燃火， 便请赶场群众帮其

推车滑行打火。 货车在滑行过程中失控

冲向人群，造成事故。目前，肇事司机张

保勇已被控制，2名伤者已送往宜宾市二

医院医治，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调查组认定“串通涨价”

将进行听证后处理

26日， 达州市美容美发行业协会以

“公告发文”的形式，“要求”全市美发企

业统一上调洗头基础起步价，最低洗吹消

费标准为20元

（乡镇收费不得低于

15

元）

。

这一行为引来网友质疑， 发现这一情况

后，达州市相关部门立即介入调查。

29日，达州市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

局、商务局和民政局组成的专项调查小

组对此事发布通告， 认定达州美容美发

协会为串通涨价行为，价格主管部门将

依法进行听证后作进一步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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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伴随着 “跃动青春 ‘绳’采飞

扬”挑战网绳吉尼斯暨花式跳绳什邡邀请

赛圆满结束， 此次比赛三大项内容也成功

落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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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

活动的举办让她感受到跳绳这项看似普通

的运动项目中焕发出来的全新魅力， 也被

广大群众对这项运动的喜爱所震惊。“什

邡全力支持跳绳这项绿色健康的运动，来

年我们还要举办这类跳绳比赛， 并且扩大

规模。”

五颜六色的绳子在阳光的照射下绚丽

得像道彩虹，只见绳越加越多，像一张五彩

的网，跳绳难度也越来越大，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孩子跃跃欲试。12月27日，在北京“绳

王”王守中等近两千人见证下，北京师范

大学什邡附属外国语学校150名学生同时

摇动75根跳绳， 一名队员在场中央连续跳

跃195次， 成功打破了2002年7月由北京三

路居小学创下的连续跳跃160次的吉尼斯

纪录。这之后，在什邡的大街小巷，拿起跳

绳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还在上小学六年

级学生庾修睿从简单的双绳40次跳到35根

绳42次，赢得阵阵喝彩声。“第一次跳这么

多的绳，开始非常害怕，但多跳了几次后，

渐渐掌握节奏，跳起来就比较上手了。”庾

修睿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我还不知道跳

绳还可以跳出这么多乐趣。” 教师沈丹参

与了摇绳，感觉全身都在散发热量，她说：

“第一次感受摇绳的新花样，因为绳多，必

须要跟着大部队的节奏走， 我想休息片刻

都不行，活动下来太锻炼人了，这个有氧运

动让我热血沸腾。”

来自秦皇岛的“三大绳王”之一的胡

平安直言， 跳绳是项同时运用到体力和脑

力的运动，并且还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在练

习时常让孩子发散思维，他举例，有一天，

体育老师正指挥孩子们站在定点上， 一个

人突发奇想：“摇绳的孩子高矮不一，摇起

绳来有高有低， 要是大家按着高矮秩序排

列，矮个子同学的绳在最上面，高个子同学

的绳在下面托着矮个子同学的绳， 那样摇

绳的高度不就更协调一些了。” 这个想法

得到了老师的认同， 最后学校按照这名同

学的观点排列摇绳的孩子。“再比如在跳

长绳时，摇绳要统一，跳绳跳中心，节奏要

均匀。摇绳的人十分关键，其摇绳的速度和

频率都对整个团队所展现出来的效果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胡平安说。

在受访者中， 对于跳绳这项运动除了

以往儿时的回忆外， 大家提到最多的就是

这句话了———既健康又快乐。 这也是什邡

市政府举办此次比赛的初衷和期望达到的

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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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地震灾区的什邡， 期望让大家看到重生后

的崭新面貌，以及什邡人民的热情，此次跳

绳比赛就是很好的一个契机。“都说‘阳光

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

辈子’，我们在什邡举办这次跳绳活动，旨

在搭建一个跳绳运动的交流、竞技平台，推

动跳绳活动的蓬勃发展。”她表示，什邡市

是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市， 市委市政府也一

直致力于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致力

于推动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提高。

“本次比赛不止是要挑战吉尼斯世界

纪录，不止是比难度、比花样、比速度，还希

望通过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推动什邡全民

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 进一步展示什邡健

康向上， 团结奋进、 充满活力的对外形

象。”殷萍说，活动的圆满结束，更增强了

明年再办的信心。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元旦去西昌晒太阳，注意这些危险路段

达州洗头价起步20元 追踪

乐山幼儿园

出现爸爸护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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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跃动青春 “绳”采飞扬

全力支持跳绳运动 什邡来年还办比赛

德阳南北两新车站

明天正式投用

“一南一北两个车站投用后，市民

出行将更便捷。”30日，成都商报记者从

德阳市交通部门获悉， 德阳市公路运输

综合枢纽城南汽车站和城北汽车站已经

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两车站将

于1月1日正式投用， 一南一北两个全新

汽车客运站的运行将会为德阳市民提供

更加便捷的交通， 与此同时德阳城区内

两个老的汽车站将逐步撤销。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元旦将至， 许多人已经准备通

过雅西高速前往西昌晒晒太阳。交

警表示，昨日，雅西高速成都往西昌

方向车流量已有明显增加，预计，今

日下午雅西高速将迎来首个高峰。

成都商报特别提醒， 自驾前往西昌

时，要注意以下这些路段，希望广大

驾驶员注意安全、谨慎驾驶。

成雅高速雅安段

三处易大雾

成雅高速雅安段有三处路段在冬季容易出现大

雾天气，分别为成雅高速金鸡关路段、名山出口前后

以及百丈至成佳路段。交警提醒，经常在高速公路上

跑车的驾驶员，要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尽量避开大雾

天气出车。

麂子岗

有暗冰 路滑

昨日上午

8

时许，雅西高速交警一大队民警就陆续接到报警电话，称雅西高速

麂子岗附近路面很滑，已有多车发生侧滑。

“麂子岗附近

29

日并未出现积雪，也不属于暗冰高发路段，为何会频频发生车辆

侧滑事故？”赶到现场后，望着湿漉漉的路面，雅西高速交警一大队民警明白过来。

原来，早上

8

点，雅西高速夜间“冬管”时间结束，货车等纷纷驶上高速，路面温

度尚在零下，货车的淋水器淋下的水使路面上结满暗冰，由于

12

月

29

日此处并未下

雪，加之该路段视野开阔，一些车辆驾驶员未料到路上有暗冰，行至此处时车速较

快发生侧滑。

荥经段

积雪结冰“重灾区”

雅西高速交警一大队大队长黄骁介绍， 雅西高速公路荥经段是

最危险的路段， 这一路段从荥经收费站开始一直到大相岭隧道北侧

入口，全长

28

公里，其中有

10

多公里属于路面积雪结冰的“重灾区”。

“主要是由于荥经至大相岭隧道北侧入口路段桥梁占到的比例较

高，而桥梁悬在空中，路面温度较普通路基路面的温度要低，所以更

加容易出现路面结冰。”黄骁称，从大相岭隧道往腊八斤大桥方向一

直是下坡道，且弯道较多，时速保持在

60

—

70

公里比较合适。

雅安市气象部门预计，

31

日至

2013

年

1

月

2

日， 雅安天气将以多云转阴为主，城

区降雪可能不大，但雅西高速沿线将可能

持续降雪。

2

日晚开始， 雅安将迎来降雨，

届时，雪量将可能增大。

雅西高速交警一大队表示， 冬季的西昌

是不少川内人晒太阳的首选之地， 昨天中午

13

时许开始， 雅西高速上成都往西昌方向车

流量较之往日增加了约两成左右。“广大驾驶

员应尽可能地错时出行，避免一窝蜂挤高速，

容易造成堵塞等。”

交警提醒，就冬季情况来看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6

时是最适合车辆上下雅西高

速的时间段。“

10

时后， 路面温度渐高，雾

基本都消散，即便有暗冰，也已被及时铲

除。此外，这段时间路上车辆较多，路面上

不容易形成积雪等，

16

时以后，温度渐低，

易有雾、暗冰等。”雅西高速交警一大队民

警表示，不过，出行之前最好在通过交警

提前获知路况。

10时至16时

最适合跑雅西高速

特别提醒

成都

雅安

西昌

拖乌山到石棉

连续50公里下坡 路面结冰小心侧滑

雅西高速公路泥巴山南坡以及拖乌山北坡路

段，这些路段一方面海拔较高，桥梁比例较大，路面

结冰的情况比较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属于长大纵坡

路段， 两个因素叠加对车辆通行造成安全隐患。此

外，在雅西高速上，拖乌山至石棉路段以及汉源湖

库区路段也较为危险。

特别是从拖乌山到石棉这段路，该路段连续

50

余公里的下坡，加之干海子、铁寨子双螺旋隧道等，

入冬以来， 该路段上已发生因暗冰已多次侧滑、侧

翻等事故。 广大驾驶员在这些路段行驶应特别小

心，注意标志标牌的指示，听从管制人员指挥通行。

不经历风雪

怎么见阳光

29

日，雅西高速泥巴山隧道附近积雪

10

多厘米，交警用警车开道

制图 余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