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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7点到22点， 队员

们将在公交车辆、 公交车

站、公交场站上进行流动巡

查。严格巡查乘客携带的可

疑物品，及时阻止车内不文

明现象。

巡查时间与范围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汪玲）

本科第三

批次将于本周四下午投档，周五审录。记

者昨日从我省高校招生录取场获悉，这

一录取批次正式开始录取的第一天（即

8月1日）， 我省高校招生录取场将向部

分市民开放，邀请市民参观、监督录取流

程。今日起，市民就可拨打电话报名获取

进场资格。

此次征集的市民共计18名。2014年

有直系亲属参加高考的考生家长或亲属

都可报名，报名时间为今日（7月30日）

9：30～11:30，14:00～17：00，打进电话并

符合要求的前18名代表将获得参观资

格；报名电话：028-86722591、86658330；

联系人：洪钱、唐川。获邀市民代表7月31

日凭考生准考证、户口簿、身份证等有效

证件到成都市学道街42号（原省招办）4

楼《高校招生》杂志社413室集中登记确

认。在8月1日参观当天，参观代表须于8:

30在学道街42号集合上车， 车辆将由省

教育考试院安排。 市民代表将实地参观

了解投档、录取的全过程，亲身体验“封

闭加透明”的录取现场。

高考录取场有好神秘？

快来报名去看看

7月初，四川省住建厅申遗办专家深入万

源市考察古蜀道， 准备古蜀道申遗的前期工

作， 古蜀道重要组成部分———荔枝道也将随

着古蜀道一起申请“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目前，万源文广新局正在积极准备。

昨日，省文物局文保处处长何正华在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荔枝道确系修建

于唐代，也听说过荔枝道系“唐玄宗专为杨

贵妃运送荔枝修建”传说，但尚无资料证明。

荔枝道申遗 尚在前期准备

1米多宽的石板路，掩映在万源市的崇山

峻岭之间，有些地方人迹罕至，乱草丛生。若

非资料显示和亲眼所见， 很难让人相信这就

是千年前赫赫有名的古蜀道中的荔枝道。

对于荔枝道申遗一事，昨日，万源市文广

新局负责人表示， 万源境内的荔枝道被划入

了剑阁蜀道范围内一起申遗。 目前申遗处于

前期准备阶段， 最终结果仍需专家实地考察

才能确定。27日，省住建厅申遗办主任张虎表

示，这个考察是个系列考察，不止是荔枝道。

“是对整个古蜀道的申遗做准备。”

曾经通商大道 如今繁华不再

在万源市鹰背乡的乡志上，记者看到这

样记载：荔枝道经过鹰背乡，在瓦子坪村3组

任斋公至今还保留着拦马墙、饮马墙、荔枝

庙等遗址，鹰背村6组三合面有衙门营盘，新

恩岭村还有玉皇观、紫马坎等遗迹，鹰背乡

境内的荔枝道遗迹保留最为完好。

达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的《报告》显

示，古蜀道分嘉陵道、金牛道、米仓道、荔枝

道， 荔枝道是蜀道的东线部分， 沿线穿越涪

陵、垫江、梁平、大竹、西乡、西安等10多个县

市，全程上千公里。58岁的达州市文史资料研

究员高洪银表示，荔枝道从重庆到西安，全程

上千公里， 在达州境内约有400多公里的距

离， 现在已经有些路段已被公路、 铁路所覆

盖，有些路段被水淹没，有些路段又人迹罕至

等，保留下来的基本为约1米多宽的石板路。

为吃鲜荔枝 专修“荔枝高速”？

今年60岁的苟在江是万源市 “荔枝道

通”，多年来，他通过查找文献和实地走访，

拍摄了一千多张关于古道的照片， 摘下100

万字的资料，可以算是一个“荔枝道通”。

“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记载：

唐·天宝年间（742—756），唐玄宗为满足宠

妃玉环食新鲜荔枝的喜好，颁旨在涪州建优

质荔枝园，修整涪州到西安的道路，从涪州

置专驿，换人换马不换物，接力快速传送。建

起一条专供荔枝运输的驿道，被称作‘荔枝

道’，全程一千多公里。”苟在江说。

苟在江介绍， 荔枝道基本路线是自涪陵

（妃子园）—垫江—梁平—大竹—达川区—

宣汉（大成乡瓦窑坝折入三桥、隘口、马渡）

—平昌县（岩口乡、马鞍乡）—万源市（鹰背

乡、庙垭乡名扬、秦河乡三官场、玉带乡、魏家

乡）—通江县（龙凤乡、洪口乡、澌波乡）—再

入万源市（竹峪乡、虹桥乡）—镇巴县，定远，

越九龙砦（陈家滩）杨家河、司上、罗镇砦—

西乡县子午镇，最后进入子午道，到达西安。

“这条路线是从明朝文献学家曹学佺所

著《蜀中名胜集》上考证而来。此书被收入

四库全书，可信度较高。”苟在江表示。

昨日， 省文物局文保处处长何正华表

示，荔枝道确系修建于唐代，也听说过荔枝

道系“唐玄宗专为杨贵妃运送荔枝修建”传

说，但尚无资料证明。

“为博妃子一笑，不惜千里送荔枝，甚至

专门修建一条运荔枝的‘高速公路’。”高洪

银笑称， 这条荔枝道见证着唐玄宗和杨贵妃

的爱情。

全省公安机关推进战训合一

组建动态应急处突预备队

昨日，全省公安机关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工作会在成都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公安机

关要积极推进战训合一的公安教育训练模

式改革。通过构建“以战促训、以训促战、战

训结合”的教育训练格局，建立起终身职业

教育体系和全省统一组训机制，组建一支动

态应急处突预备队，以提升民警的实战能力

和自我防护能力；统筹全省警力资源、教育

训练资源， 形成一支动态的机动辅助力量，

确保能随时承担应急处突任务。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实习生 孙敏

荔枝道的由来

———素有万源市 “荔

枝道通”之称的苟在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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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000名专业保安组成的成都公交集

团防暴恐大队正式成立。每天7点到22点，队员

们将在公交车辆、公交车站、公交场站上进行

流动巡查，按照“逢疑必问、逢疑必查”的原

则，严格巡查乘客携带的可疑物品，及时阻止

车内不文明现象，为乘客营造安全乘车环境。

1000名保安都经过专业培训

“他们全都经过了专业培训，都是专业保

安。”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与过去

的公交安保力量不同的是，这支“成都公交集

团防暴恐巡查大队” 是由1000名专业保安组

成的，他们都经过了专业的培训，能够有效地

发现、制止和处置突发事件。

据了解， 防暴恐大队的队员们随身都配

备了电警棍，可以及时发现并阻止暴恐分子。

队员们还将在场站、线路、车辆，随机进行巡

查， 并根据不同的时期加密不同的查摆点进

行有针对性的排查。

公交演练 最短疏散时间不到两分钟

除了依靠专业安保力量外， 公交车驾驶

员处置应急突发事件的意识与能力也尤为重

要。 通过对近期的一些全国公交突发事件的

总结， 公交集团要求驾驶员只要在运行当中

发现车厢内有乘客骚动， 必须立马原地停车

开门疏散乘客，疏散乘客查明原因后，该报警

报警，如果是误会或者其他简单情况，再重新

投入运行。根据公交集团的演练，在车辆满载

情况下，最短疏散时间不到两分钟。

新增公交将多开一道安全逃生门

此外， 为了尽可能保障公交安全运行，

成都公交也对各类硬件设施进行了完善与

升级，每一辆通道式的车配备了不低于10把

安全锤， 并同时配备了不低于3具4公斤的

ABC干粉灭火器，在后置式机舱配备了不低

于2具的自爆式干粉灭火器， 如果发动机舱

发生了火险火情，自爆式干粉灭火器会自动

爆炸达到灭火的目的。同时还有可滑动车窗

9扇，车内和车外都有应急开关，如果发生意

外门就可以人把门推动。现在新增加的公交

车还将多开了一道安全逃生门。成都公交也

提醒广大市民， 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危化品、

危险品、管制物品乘车，共同维护公交乘车

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配电警棍巡查 公交防暴恐大队昨成立

由1000名专业保安组成,每天7点到22点将在公交车辆、公交车站、公交场站上进行流动巡查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荔枝的保鲜很

困难，采摘后“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

日味变，四五日外香味尽去矣”。这样

说来， 荔枝必须在采摘后的几天内送

到。多年以来，几乎每个盛产荔枝的地

方， 都试图把自己和杨贵妃联系在一

起。 那么， 杨贵妃为之一笑倾城的荔

枝，它到底来自哪里？

岭南说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荔枝研究中心

教授李建国认为，四川和岭南两地的荔

枝杨贵妃都应该吃过。 唐玄宗时期，出

身岭南的高力士权倾朝野，因杨贵妃对

荔枝情有独钟，高力士将家乡荔枝力荐

给杨贵妃。 此外，《资治通鉴》、《太平御

览》所引《唐书》以及明人徐勃《荔枝谱》

等都认为贵妃食的荔枝来自岭南。

川渝说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彭邦本认为，

杨贵妃所吃的荔枝应基本来自四川和

重庆。王象之编纂的《舆地纪胜》之“涪

州古迹目”也记：“妃子园在州之西，去

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

杨妃所喜。”《旧唐书》《新唐书》和有关

史料记载： 唐玄宗为满足最宠爱的妃

子杨玉环每天能吃上新鲜的荔枝，颁

旨在涪州 （今重庆涪陵） 建优质荔枝

园， 并从涪陵开始修建专供运输荔枝

的驿道直通长安，全程

1000

多公里。此

外， 还有人认为杨贵妃所吃的荔枝来

源于泸州、宜宾、乐山等地。

福建说

据《灯影记》记载，在唐玄宗天宝年

间正月十五日晚，玄宗在宫殿里抛撒闽

江红锦荔枝，叫人为其拾取。这样看来，

贵妃所吃的荔枝也可能来自福建。

陈本强 赵文瑞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实习记者 周子铭

贵妃一笑成追忆 荔枝古道要申遗

省住建厅申遗办专家表示，荔枝道将随古蜀道一起申请“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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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所吃荔枝

到底来自哪里？

A

千年前赫赫有名的荔枝道，如今基本为约

1

米多宽的石板路。 制图 吴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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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

昨日上午，

成华区区委书记刘玉泉、区长张孝军、区

纪委书记潘捷做客市纪委监察局“廉洁

成都”网站，就“抓实‘两个责任’，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接受在线访谈。

刘玉泉表示， 要落实好 “两个责

任”， 尤其是落实好地方党委的主体责

任，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切实增强“主

体责任”，主责的意识，同时要把它作为

自己的责任田。同时，在工作布局上，要

把它摆在主业的位置， 也要在制度设计

上，建立从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

系，真正让“两个责任”落到实处。今年

以来，到目前为止，成华区已查处了11起

涉及“四风”问题的案件。

张孝军表示，要履行好政府“一把

手”的主体责任，就是要真正承包好廉政

建设的“责任田”。要坚持把廉政建设的

各项要求体现在具体的业务工作和行政

管理中去，重要工作要亲自部署，重大问

题要亲自过问，重点的任务要亲自督办。

潘捷认为， 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

关，纪委就是要当好党风廉政建设“守门

人”。落实监督责任，要积极推动纪委纪

检监察“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动

纪检监察回归到自己“监督、问责”的工

作主业， 更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的

需要，更好地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责任。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医院坐落在

新都通往郫县的新犀路上。 在这所医院里，修

养着179名残疾军人。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成都商

报记者走进这家休养院，记录这些伤残军人的

故事。他们中，有的断了只手，却努力学习成为

了一名作曲家；有的半身瘫痪，却创作小说记

录那段岁月。

老兵的歌曲集：《不见英雄花不开》

汤重稀今年80岁，缺失的右手代表了他的

经历。1949年12月，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此之前，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他会拉二胡，后来

又学会拉手风琴。他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手

风琴演奏家。

进入部队后，1951年， 汤重稀参加抗美援

朝。在上甘岭战役后，他所在的部队转移。在白

雪皑皑的路途中，年轻的汤重稀时刻注意保护

自己的手，他将手尽量往胸口凑。因为他知道，

一旦手指有缺失，他将永远无法成为一名手风

琴演奏家。

在行进途中， 他们遭遇了敌军的袭击。他

的右手被击中，最终被切除。同时，他的右眼也

被切除。

“梦想破灭了。”1954年9月，汤重稀来到

当时的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刚刚20岁

的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这个时候，他的

战友开始鼓励他。在他们眼中，从小对音乐情

有独钟的汤重稀，即便成不了演奏家，也可以

成为作曲家。

从那时开始，汤重稀便开始学习作曲。他

一边购买教材自学，一边将自己写的歌曲送给

一名作曲家点评。久而久之，他的曲子也渐渐

成熟。

1987年，他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1988年，

在《中国音乐家名录》中，他的类别名称是作

曲家。2004年，他还出版了《不见英雄花不开》

歌曲集。至今，他已经发表了400余首歌曲。

半身瘫痪的他 发表百余篇小说

钟兴明比汤重稀小21岁。 他1955年出生，

1975年参军。1979年2月，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高

地防空洞塌方，他的脊柱被压断，双下肢瘫痪。

1980年1月， 他来到当时的四川省革命伤

残军人休养院。这一年，他25岁。而汤重稀已经

是他的老前辈。同样，钟兴明也开始消极地面

对生活。他不愿意出门，永远窝在房间里，不知

道自己要做什么。

这时候，汤重稀等老前辈开始劝导他，要对

生活充满希望。当钟兴明看到休养院里很多伤残

军人都在发光发热，他决定找到自己的价值。

作为当年为数不多的高中生，钟兴明决定

创作小说。他想，即便身体瘫痪不能劳作了，依

然能通过精神给人鼓舞。1982年，他一边学习，

查阅资料，一边开始了创作。在遭到无数次退

稿后，他依然坚持写作。最终，在1984年，他的

小小说《柳暗花明》发表在《四川工人日报》

上。此后，他又在《四川日报》《花溪》等报刊

杂志上陆续发表作品，累计达到100余篇。

成华区今年已查处

11起“四风”案件

成华区以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

落实“两个责任”

探访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医院中的老兵

断手老兵延续音乐梦

不能再演奏 就作曲吧

新闻资料

整治“会所中的歪风”，一直是市

民关注的焦点。那么，成都市整治公园

高档会所有何进展， 又是如何进行整

改的呢？

昨日， 成都市林业园林局相关负

责人做客“成都政风行风面对面”节

目。市林业园林局副局长陆丹红介绍，

开展会所歪风整治行动中， 市园林局

主要发现了3类问题， 一是违规搭建、

建设会所等；二是改变建筑使用性质，

将原有办公用房改为会所等； 三是占

用公用资源，建设高档餐饮、会所，为

少数人服务。

对于第一类问题， 由市规划部门

进行管理。对第二类问题，由公园等各

个主管部门进行监管。而对于第三类

占用公共资源的问题，陆丹红表示，

一是愿意提前终止合同的， 就提前

终止合同，还绿于民。第二个是调整

业态或者进行转型，把整个消费面向

普通老百姓，就是整个经营模式进行

转变，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到这

个公共资源，不再是有钱的人才能吃

得起。比如喝茶以前几十元一杯，现

在有5元、10元等选择。而餐饮价格也

是人均几十元，“我们了解， 现在有

的公园人均20元可以吃喝玩一天。”

她表示， 就是转型成大众餐饮的价

格， 基本上达到人均100元以下的消

费水平。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公园高档会所如何整改

“人均消费要百元以下”

奔赴战场前的汤重稀（持

手风琴者）与战友们 图据《三

江都市报》

2

防暴恐大队队员随身

配备电警棍， 将在场站、线

路、车辆，随机进行巡查，并

根据不同的时期加密不同

的查摆点进行有针对性的

排查。

配电警棍巡查

3

只要公交车在运行当中

发现车厢内有乘客骚动，必须

立马原地停车开门疏散乘客，

疏散乘客查明原因后，该报警

报警，如果是误会或者其他简

单情况，再重新投入运行。

有骚动立即停车

4

每一辆通道式的车配备

不低于10把安全锤， 并同时

配备不低于 3具4公斤的

ABC干粉灭火器。新增加的

公交车还将多开一道安全逃

生门。

硬件完善与升级

新闻链接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医院

该院始建于1951年，历年来共集中供养了

2800余名残疾军人。目前，该院休养着残疾军

人179人，是全国规模最大、残疾军人最多最集

中的休养院，也是集医疗、康复、教学、休养、生

活服务为一体的国家二级综合性医疗单位。该

院同时也为周边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荔枝道宋代佛塔

荔枝道小桥遗址

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