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大熊猫安家华蓥山

从事野化放归培训 暂不开放

成都商报讯 （胡世平 实习记者

王超）

8月23日，两只取名为“云涛”、

“阳花”的大熊猫将正式“安家”广安

华蓥山，主要用于野化放归培训研究。

昨日，广安市华蓥山大熊猫野化放

归培训基地启用及大熊猫入驻新闻发

布会透露，“云涛”、“阳花” 分别来自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卧龙基地和

都江堰基地。“云涛”为雄性，于2011年

10月31日出生，体重73公斤；“阳花”为

雌性，于2010年8月25日出生，体重75公

斤。 广安市林业局局长刘健说：“两只

大熊猫均处于亚成年期，是开展野化放

归培训研究的最好年龄段。”

据刘健介绍，华蓥山大熊猫野化放

归培训基地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非常

适宜大熊猫生存。同时，基地区域内有

丰富的白夹竹资源，足够10对以上大熊

猫的食用需求。

据了解， 两只大熊猫入驻华蓥山

后主要从事野化放归培训研究， 暂不

开放。

“老婆和妈同时掉河里，先救谁？”38岁

的陈江（化名）至今没想好该如何回答是好。

几个月前，当80后妻子向他抛出这个“经典难

题”时，他的回答是：“先救妈，老婆可以再

娶”，这个回答让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进一

步破裂。几天后，随着再次因其他琐事争吵，

妻子独自回到老家， 然后到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欲结束8年的婚姻。

妻子：丈夫思想古板，常吵架

丈夫：吵架正常，吵过就和好

2005年7月， 时年20岁的周丽经人介绍，

与29岁的陈江相识恋爱，并于2006年1月登记

结婚。 因周丽是家中独女， 陈江做了上门女

婿，婚后到周家生活。同年，第一个女儿出生。

周家父母当时的想法是， 女婿虽然年龄

大点，但成熟稳重会更懂得照顾女儿，两人的

生活也会幸福美满。 但后来的情况未如周家

人所愿。

在周丽眼中，丈夫脾气不好，婚后两人经

常吵架。周丽说，自己是80后，有时候会开玩

笑，作为70后的丈夫思想却有些古板，两人交

流上有“代沟”，经常会因为一些琐事争吵。

陈江说：“两口子吵架很正常， 其实吵了过后

就和好了”。

家人称，周丽和丈夫都曾想过离婚，但最

后在周围亲人的劝说下，选择继续一起生活。

但今年3月份发生的几件事情，让周丽下定决

心：离婚。

“先救妈，老婆可再娶”

“那你去跟你妈过”

母亲和媳妇同时掉到河里， 作为男人的

你会先去救谁呢？

这个流传甚久的“经典难题”曾难住不

少人， 一条网络流传的 “万金油答案” 是：

“（紧紧抱住她）我真没用，竟让你问出这样

的问题……”

今年3月的一天，同在成都一工地上干活

的周丽向丈夫抛出上述经典难题时， 陈江的

回答是：先救我妈，老婆可以再娶。

“我当时就是跟他开玩笑，并不期待他的

回答，但最后一句‘老婆可以再娶’还是让人

感到很不舒服，他就是不会说话。”昨天，周丽

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当时的对话场景说，她

随后说了一句“那你去跟你妈过”。

“你说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昨天，陈

江在电话中反问记者，他表示不愿再谈此事。

丈夫：“经典问题”是导火索

妻子：常因琐事吵闹，太累

3月底， 陈江和周丽又因琐事发生争吵，

并发生过抓扯。4月初， 想到这些年来和丈夫

经常争吵，加之丈夫一句“老婆可以再娶”，

让周丽觉得婚姻生活很累， 随后便独自回到

阆中，并于当月底向阆中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在陈江看来，关于“经典问题”的回答最

终成了妻子提起离婚诉讼的导火索。而周丽向

记者解释说“也不只是因为他说的那句话，这

么多年一直吵吵闹闹，觉得一起生活太累。”

7月29日，阆中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周

丽的离婚诉讼案。 周丽诉称与陈江婚前了解

不够，婚后常因琐事争吵，被告有娶其他女人

的想法。被告陈江辩称，与原告常年在外共同

务工， 并共同养育两个女儿， 虽有因琐事争

吵，但夫妻感情没有破裂，不同意离婚。一位

参加了庭审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陈江在法

庭上也说过“如果老婆和妈同时掉河里，先救

妈，老婆可以再娶”的话，但这些都是玩笑话。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夫妻因生活琐事发

生纠纷实属正常， 虽然对夫妻感情发展造成

了一定影响，但只要双方加强沟通交流，是可

以和好的，法院最终未支持周丽的离婚诉求。

昨天，周丽告诉记者，之后还会继续提起

离婚诉讼。陈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如果妻子

接下来还是坚持离婚，自己也会同意。

旷心怡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王超

办理方便

12项对私业务都能预约办理

登录成都市房管局公众信息网后， 点击

页面右方的“网上政务大厅”后，记者在“网

上办事”导航栏中选择了所需办理的业务，点

击后即可进入 “成都数字房产网上政务大

厅”，随后选择紫红色方框标注的“登记网上

预约”条块进入预约界面。按照网络提示，填

写完整信息后， 系统会自动出现当前可以选

择的5个工作日日期，而每天有两个时段可以

选择即“上午”和“下午”，选择好时段，手机

号码上立刻收到了预约成功的短信提醒，全

程耗时不到2分钟。

网上动动指头， 就能省掉在办证大厅里

漫长的等待了。那么哪些业务可以预约呢？

据了解， 目前可提供预约申请的业务

范围包括对私和对公业务，其中，对私业务

包括：存量房转移、赠与、继承、商品房购

买、拆迁购买、拆迁交换、离婚分割、地址变

更、夫妻间增加共有人、补证、换证、注销登

记（暂不含抵押权登记）；对公业务包括：

商品房分户登记、新居工程房屋登记、房改

分户登记、预告预抵押登记、抵押登记、抵

押注销。

网上预约的操作很简单，三步完成：首

先， 申请人需要登录成都市房管局公众信

息网（www.cdfgj.gov.cn）提交预约申请，其

次， 预约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推送短信告知

预约申请人， 最后是申请人在预约时间到

房产政务大厅总咨询台凭短信预约号领取

受理号。

办理快速

预约后现场就能走“VIP通道”

预约办理有什么好处？只要预约成功，市

民在现场办理时就能享受“VIP”待遇。

在网上预约时， 市民可以选择从预约开

始的5个工作日之内的时段， 对私业务分上、

下午2个预约时段，目前根据办件量暂定每天

预约200件，市民可以在提交申请的页面自由

选择办理时间。

如果市民选择了某天上午的预约时段，

那么只要当天上午任何时候到办证大厅都是

有效预约， 向排号台工作人员出示预约成功

的短信，不管正在等候的号有多少，都能拿到

最为优先的号码。“相当于是享受VIP待遇。”

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民预约后在办

证环节就能实现“零等候”。

该负责人表示， 随着预约平台的推行，市

民可以不用提前到房管局办证大厅排队等候，

只需在预约的时间段到场办理即可，将极大地

减少办证等待时间。同时，市房管局可以根据

预约平台的预约办证数量及时、合理安排办证

窗口和办证人员，提高办证效率，避免因办证

群众突然激增而导致办证群众等待时间过长。

不过市民需要注意的是， 一旦预约成功

一定不要爽约。为了防止恶意预约行为，房管

局对网上预约业务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预约

平台会自动将恶意预约的申请人列入黑名单

或者采取其他限制措施， 如预约三次均未到

场办理的， 预约平台自动把预约人列入黑名

单，以后将无法再进行网上预约。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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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天雨淋淋

地质灾害要提防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欢 祝楚华）

从昨晚起雨水不时“侵袭”成都，今天

起未来三天成都地区全都雨淋淋，市

民需注意适度保温哦！

昨日下午，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和

成都市气象局共同发布第14号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从20日20时起

的36小时内，都江堰、彭州、邛崃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 发生

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按照要求，相关

区（市）县应限制游客等外来人员进

入危险区域， 加强对山洪地质灾害隐

患的巡查和监测， 发现险情及时组织

受威胁人员转移避让。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优或良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中雨，局部大雨

22℃～27℃ 偏北风1~3级

明/�中雨转阵雨

21℃～25℃ 偏南风1~3级

今日尾号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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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

川联销 “天天乐”（

22

选

5

）第

2014224

期开奖结果：

03

、

02

、

21

、

09

、

10

。一等奖

2

注 ，单注

奖金

7815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 “

3D

”第

2014224

期开奖结果 ：

689

，单选

12940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注

奖金

320

元。组选

6

，

21293

注，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

第

2014097

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码：

08

、

20

、

26

、

14

、

02

、

19

、

06

，特别号码：

04

。特别奖

0

注，单

注奖金

0

元。一等奖

1

注，单注奖金

1790424

元。

二等奖

9

注，单注奖金

28419

元。奖池累计金

额

0

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联销 “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224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

码：

696

， 全国中奖注数

6958

注 ， 单注奖金

1000

元 ； 排列

5

中奖号码 ：

69673

， 全国中奖注数

59

注， 单注奖金

10

万

元。

●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4097

期

开奖结果： 前区

20 03 23 21 15

后区

07

09

，一等奖

1

注，单注奖金

10000000

元（派送

奖金合计

10000000

），追加

0

注，单注奖金

0

元

（派送奖金合计

0

元），二等奖

33

注，单注奖金

267985

元（派送奖金合计

8843505

元），追加

7

注 ， 单注奖金

160791

元 （派送奖金合计

1125537

元）。

兑彩票

览资讯

成都市新开通

两个公安出入境受理窗口

成都商报讯（记者 锁千程）

今日，

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将新开通

青羊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和青羊

公安分局光华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

点。至此，成都市主城区共有金牛、成

华、武侯、锦江、天府新区、青羊6个出

入境接待大厅和南站派出所、 光华派

出所2个出入境受理服务点为群众提

供出入境证件受理业务， 服务触角进

一步延伸。

据悉， 青羊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

大厅位于青羊区北校场西路3号 （宁

夏街路口， 咨询电话：86115271）。光

华派出所出入境受理服务点位于青羊

大道12号（具体服务对象和办证类别

请咨询：86117035）。

关于明星，5岁的轩轩仅仅知道，“夜太

美”就是《王妃》，《王妃》就是“萧敬腾”。

“娃娃年纪小，又没有任何歌舞基础，当

明星能长久吗？”丁平担忧道。

“万一成功不了，什么都得不到。”丁平

用双手托起脑袋，陷入了沉思，“最重要的是，

从参加这两期节目来看， 当明星对儿子的吸

引力，甚至抵不上一个雪糕。之前我问他，当

明星还是要雪糕，他说要雪糕，我说当了明星

有了钱就有好多雪糕，他还是说我要雪糕。”

片刻功夫，雪糕吃完了，轩轩仍将包装袋拿

在手上，丁平劝说了好几分钟，轩轩才将舔了又

舔的袋子恋恋不舍地扔进了身边的垃圾桶。

“孩子只是想要雪糕，我们想让他登上更

大的舞台，多开眼界，成为明星，却又不想让

儿子因压力半夜再哭醒， 也不想让他以牺牲

童年为代价来完成我们的想法。”昨日已经启

程返回新疆的丁平决定， 好好工作挣钱装修

房屋，11月， 就带着儿子回自贡上幼儿园，争

取让儿子回到想吃冰糕不需要做什么就能吃

到的日子里。以前“就好像拿15岁甚至成人的

标准去要求一个才满5岁的小朋友”。

不光如此，当明星对轩轩的吸引力，甚至

抵不上一个雪糕。此等种种，让昨日已经启程

返回新疆的丁平夫妇心酸不已，也十分纠结，

想让儿子被更多新闻媒体、电视台帮助，登上

更大舞台，多开眼界，甚至成明星，可又怕他

压力太大，半夜再次哭醒。

每逢金风送爽、菊花盛开之时，正

是蟹都汇大闸蟹上市的旺季。 蟹都汇

的大闸蟹具备“肥大猩鲜甜”五字特

点。 为了选出满足以上条件的五星级

大闸蟹，蟹都汇经过多年总结，制作有

一套严格的选蟹标准， 且都由十几年

选蟹经验的验蟹师傅精心挑选， 平均

10只里才选3只，挑蟹的时候几乎把中

医的“望、闻、问、切”用了个齐全，不

是好蟹绝不进门。

蟹都汇大闸蟹礼券现已全面上

市，由于抢购礼券的市民多于往年，蟹

都汇特别提醒您，欲品尝美味，请尽快

购券，届时排队换取。

“蟹都汇”分店地址

■

西门店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蜀

光路14号附16号

电话：85050977

� � � �■

南门店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火

车南站东路34号附12号

电话：85534733

� � � �■

双楠店地址：

广福路1号附18号

电话：87575628

� � � �■

东门店地址：

新鸿路185号附2号

电话：87799789

离蟹都汇大闸蟹上市

还有9天

工地“小歌神”半夜哭醒唱起“夜太美”

爸爸有个明星梦，但是孩子压力大 昨日一家启程回新疆，让孩子上幼儿园，过回老日子

一名小男孩，在一处建筑工地上，手拿一根

钢筋作为话筒， 正摇摆着身体唱歌。 这组工地

“摇摆小歌神” 的照片， 在微博上引发巨大关

注。红遍网络后，轩轩的生活有了变化，父亲丁

平电话被媒体打爆， 原本只想轩轩当普通的人

的他有了让轩轩当明星的想法，他开通微博，不

再拒绝电视媒体。

8月以来， 他受邀带着轩轩前往两家电视

台录制节目，均分文未收，轩轩的出场方式由沙

堆变成了电子幕墙， 手中的钢筋变成了无线话

筒，西瓜太郎的发式，也被一顶帽子遮盖起来。

轩轩按照丁平想象的光彩照人起来，然而，丁平

和家人却发现，台下活泼可爱的轩轩，变得胆小

寡言起来，镜头前的轩轩，越来越陌生了。

网上动动手指头完成预约 房产办证不用排长队

8月1日起，市房管局

正式推出了房产办证网上

预约服务， 这意味着包括

对公对私在内的20余项

房产业务都可以通过网上

预约， 再不需要在房产办

证大厅排长队了。

执行20天以来，预约

系统运行得怎么样？对此，

记者进行了一番体验，不

仅2分钟就能完成预约，预

约后在办证大厅还能享受

VIP待遇，优先办理业务。

25岁的丁平和妻子均从农村出来，5年

前，高中毕业的丁平前往新疆从事木工等。

在轩轩走红网络之前， 丁平和妻子对儿

子的期望，从只要他平平安安、哪怕考不上大

学也无所谓。

但是轩轩走红后， 丁平的手机平均每天

要充三次电，至少接待过上百家媒体，网友们

也纷纷盛赞，轩轩是个当明星的料。

“要是有人能教儿子唱歌跳舞，登更高的

舞台， 开更大的眼界， 说不定还可以成为明

星，光彩照人，名利双收。”7月，在又一次看到

网友对轩轩封以“未来之星”后，丁平躺在床

上和妻子商量到深夜， 决定试试的他们答应

了湖南、四川两家电视台录制节目，甚至还希

望“爸爸去哪儿了”能邀请儿子。

为了能迎来儿子的“伯乐”，丁平专门开

通微博，以便让更多的人关注儿子。

丁平称，截至8月19日，至少有包括四川电

视台在内的上百家媒体采访过自己，耽误了自

己不少活，但自己却没有因此而收入一块钱，

只有湖南、四川电视台报销了吃住行的费用。

为丁平一家录制节目的四川电视台一位

工作人员证实， 将报销丁平一家因录制节目

而产生的吃住行费用。

8月19日13时30分，四川电视台内，回答

工作人员的问题时， 轩轩的声音小得几乎听

不见，让演唱歌手萧敬腾的《王妃》，他也只

是胡乱哼了两三句， 然后低着头把话筒在胖

嘟嘟的身上滚来滚去。

“待会有漂亮的奥运冠军刘璇姐姐哦。”

工作人员抱着轩轩指向嘉宾刘璇的座位，但

轩轩头依旧没有抬起来。“他对这种场合不

太喜欢，比较紧张。”丁平抚摸着轩轩的头解

释道。

丁平介绍，在8月11日前往湖南电视台录

制节目时，让自己激动的汪涵、欧弟等明星出

现时，轩轩也是将手揣在兜里，就像走过场，

一点都不亢奋。

“回答完了问题，我们有冰糕，还可以去

动物园看海豚哦。”果然，工作人员刚说出这

话，轩轩就抬起头来，抱着丁平的腿，大声地

说，“我要两个冰糕，动物园里有鳄鱼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轩轩眉飞色舞起来，

回答问题声音洪亮，唱歌时，虽然一些音不清

楚，但左脚有节奏地抖了起来，手上也开始比

划各种动作了，渐入佳境。

刚录制完节目下台，手里还握着麦克风，

轩轩斜拽着丁平的手，到处找冰糕。

轩轩想要的

汪涵、欧弟出现他不亢奋

两个冰糕却让他眉飞色舞

爸妈想要的

想为儿子找个“伯乐”

让他做明星，名利双收

6月轩轩网上火起来后， 许多媒体

都要求轩轩在电话里唱上两句。8月19

日， 丁平夫妇携儿子回到四川录制节

目，在接受成都商报独家专访时，丁平

夫妇眼眶红了又红： 在录制节目前一

晚， 刚满5岁才几天的轩轩从梦中哭醒

大喊妈妈，唱了两句让他爆红的“夜太

美，尽管太危险”，还没有等丁平夫妇反

应过来，轩轩又倒了下来，呼呼大睡。尽管

次日一早起床，轩轩完全不记得此事，但

丁平的妻子林聪还是因为觉得很心酸，

抹了好几次泪。

“他只是个5岁的小孩子，我们给他

的压力太大了。” 丁平说，“媒体要求他

唱歌时， 他唱不好， 工作人员要让他重

唱，我们也要喊他再唱，一会又喊他大声

点，一会又喊他唱清楚点，一会又喊他唱

另一首，而他的要求，仅仅是想出去耍一

会，想吃块雪糕等，几乎全部被我们大人

的要求取代，他自己也觉得很有压力。”

“他喜欢唱歌，但不喜欢随时被人

要求唱歌。” 丁平的堂妹丁玲清晰地记

得，家人聚会时，轩轩又唱又跳，和网上

视频差不多，站在台上胆怯、紧张，不知

所措的轩轩，感觉很陌生。这点，丁平夫

妇也深有同感：“在台上时他有点像明

星，但不像我们的儿子，只有下台后，我

们才能完全真切地感受到。”

“夜太美”他却压力大

站在舞台上胆怯又紧张

“小歌神”现状 爸妈担忧

万一成功不了，什么都得不到

不能牺牲轩轩童年圆我们的梦

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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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摇摆小歌神”走红

妻子：我和你妈同时掉河里，先救谁？ 丈夫：先救妈，老婆可再娶

救妈？救媳妇？引起离婚诉讼案

温馨提示

坐公交投10元未找零

怒掀投币机后跳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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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歌神”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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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轩轩和父母在四川电视台参加节目的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