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吃猕猴桃吗

帮无手大叔一把 国庆来个采摘游

全民吐槽行动第一波
青城后山水泥地惊现情侣掌印

杨过小龙女到此一游？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图片由市民杨先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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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5264期 排
列3中奖号码：173，全

国中奖注数 3455 注，每注奖额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17380，
全国中奖注数20注，每注奖额10
万元。●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 15113 期开奖结果：前区 01、
14、21、29、33 后区 02、10。一等奖
1 注，每注奖金 1000 万元，追加 0
注；二等奖55注，每注奖金133177
元，追加14注，每注奖金79906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3D”第
2015264期开奖结果：

914，单 选 15338 注 ，单 注 奖 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单注奖金 0
元，组选 6，43567 注，单注奖金
173 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5113
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5、14、
19、28、29、21、12，特别号码：23。
一等奖 2 注，单注奖金 2077035
元。二等奖 14注，单注奖金 2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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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兑彩票

今日
尾号
限行 2 7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AQI指数：48～60

温馨提示:空气质量可接受，但
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敏
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极少数异
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据四
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日 阴有阵雨
19℃-24℃ 北风1-2级
明日 阴有小到中雨
16℃-25℃ 北风1-2级

今天白天，厚厚的云层依旧
眷恋蓉城，夜间还会带着小雨不
时来扰，根据成都市气象台预计，
明后两日仍难有放晴的迹象，雨
水还将有增大的趋势，气温略降。
这也意味着，在国庆长假之初，成
都地区均有雨相伴，市民在出行
时请带好雨具，同时也注意行车
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国庆节前雨不断
出行带好雨具

四川打击高速偷逃费
不补交将禁入高速

国庆大假即将来临，高速公路营
运公司已着手各项准备工作，提升优
质文明服务水平，确保高速公路安全、
畅通。记者了解到，从今年国庆假日开
始，省交投集团公司与铁投、成都交
投、BOT 公司等一起，联合执法机构
开展专项收费稽查工作，重点治理 8
座及以上客车利用抬杠模式快速通行
免费专用通道的偷逃费行为，首次在
大长假期间开展打击“假冒车”行动。
对于这些未在免费范围内的偷逃费车
辆，将进行追缴费，记入“黑名单”，补
交前禁上高速。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九寨沟2日最多 已订2596张
国家旅游局今年7月公布了全

国5A级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九寨沟
景区旺季最大承载量是4.1万人次/
天。九寨沟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9
月28日下午16：00，九寨沟景区10月
1-7日门票预订情况分别为：10月1日
预定1420张，10月2日预订2596张，10
月3日预定1985张，10月4日预订1390
张，10月5日预订824张，10月6日预订
270张，10月7日预订180张。
剑门关客房只预定了60%-70%

“截止到28日，10月1-2日，景区每
天团体票预订仅有2000多张，而景区每
天的游客饱和量是3.1万人。”剑门关景
区营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记者在采访
中得知，剑门关旁的古镇内，酒店已基
本预订完，但剑阁县城很多酒店，客房
预订情况都比往年有所下降，现在只
预订了60%-70%，而往年同期时间，则
多数被订满，现在酒店客房充裕。
峨眉山门票预订少 酒店预订火

据了解，峨眉山景区红珠山酒店
预订十分火爆，10月2日、3日基本处于
满房状态，其他几天房间也所剩不多。
峨眉山大酒店已预订约六、七成。此
外，相比川内其他景区门票预订火爆
的情况，每日最大接待量4.5万人次的
峨眉山，目前国庆7天官网“识途网”预
订门票不到2000张。不过，根据往年经
验，游客通过网站预订峨眉山门票的
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现场购买门票。
谢超 罗蕤 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 汤
小均 江龙 顾爱刚 周子铭 王明平
蒋麟

昨日，市民杨先生看到成都商报推
出的“国庆七天游文明监督行动——吐
槽闹心事，查实要理抹”的报道之后，向
成都商报新媒体平台吐槽他在 9 月 26
日去青城后山旅游时的所见。

“水泥地上有两个大小不一样的手
印，一看就是情侣留下的！”杨先生告诉
记者，在泰安古镇往翠映湖走的途中，
飞泉沟附近的一块水泥地上，有两个手
掌印，手掌印的下方还有三个英文字母

“LLJ”，“对于这种在景区秀恩爱的方
式，我只想‘呵呵’。”杨先生分析，这是
一对情侣留下的掌印，因为两个掌印大
小不同，左侧的大一些，右侧的小一些。
至于掌印是如何留在水泥地上的，杨先
生认为可能是水泥才敷上去时，途经的
游客在水泥未干的情况下印上的。

杨先生登上山顶之后，开始步行下
山。杨先生说，他从又一村往下走，到了
五龙沟附近，看见一棵大树上被刻了
字。记者从杨先生提供的照片上看到，
树子上“大饭桌员工到此一游”九个汉
字清晰可见。

“那么好的景区，因为游客的不文
明行为，煞了风景啊！”杨先生不无惋惜
地说。

/ 商报行动 /
已转交相关部门 正在协调处理

接到杨先生的吐槽之后，成都商报
记者立即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青城山都
江堰旅游景区管理局。

“已经把这个信息转给了相关部
门！”昨晚，景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复成
都商报记者，景区管理局正在协调处理
此事。

对于此事的进展，成都商报将持续
关注。

/ 吐槽有奖 /
每天一台无屏超级电视

10月1日-7日，我们每天将从所有
的吐槽者中，随机抽出一名幸运儿，获得
价值2299元的极米无屏超级电视Z3S一
台。据悉，这款高性能家用高清投影仪，
连上WIFI，只要一面白墙，就可以随时随
地地享受百寸巨屏带来的震撼视听盛
宴，陪你度过国庆长假。

10月1日-7日，成都商报微博、微
信、客户端、热线将接受全民吐槽。对于
市民的吐槽，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核
实，随后呈递旅游、交管、卫生、工商等
主管部门，力求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营
造文明的出行氛围。谁在旅途中不讲文
明，一经查实，理抹你没商量。

成都商报将推出的“国庆七天游文
明监督行动——吐槽闹心事，查实要理
抹”，受到了多个景区的响应。目前，四姑
娘山风景区、海螺沟风景区、青城山都江
堰旅游景区、三星堆博物馆已确认加入
此次文明监督行动，共同倡导游客在国
庆期间文明出游。此外，上述风景、博物
馆也向游客承诺，接受游客的监督，与游
客一起共同营造文明的旅游氛围。

今年春节，海螺沟景区管理局成
立了“垃圾银行”，以解决困扰多时的
闹心事。

“垃圾银行”负责人曹凤舒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海螺沟以冰川为主，属于脆弱
资源型景区，一旦游客将垃圾扔在冰川
上，甚至冰川裂缝之中，清洁工人打扫起
来难度极大，个别冰缝区域甚至无能为
力。 今年春节，海螺沟景区推出了用垃
圾兑换矿泉水、指甲刀、雨伞等小礼物等
活动。“效果非常好！”曹凤舒说，景区管

理局曾做过一个统计，春节大假期间，
仅仅2天时间就有3万多名游客，提着4
万余袋垃圾进行了礼物兑换。曹凤舒表
示，尝到甜头的海螺沟景区，在今年国
庆节将“垃圾银行”的兑换标准进行了
升级。“1袋垃圾兑换海螺沟景区风光明
信片一张，2袋垃圾兑换海螺沟景区冰
川雪菊一盒……10袋垃圾获‘海螺沟环
保大使’荣誉称号，并赠‘海螺沟景区门
票免票券’和‘海螺沟景区门票优惠券’
各1张。”

/ 交警执法 /

现场网上巡逻相结合
严查侵占应急车道

“国庆期间，我们将通过现场巡
逻与网上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侵占
应急车道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纠
正与处罚！”成雅高速交警一大队民警
何彦伟介绍，成雅高速、成绵高速、成
都绕城高速等多条高速实现了监控的
覆盖，民警除了现场巡逻之外，还能通
过监控视频发现交通违法，并直接在
网上取证，作为处罚的依据。

何彦伟称，以成雅高速为例，目前，高
速公路已实现监控的全覆盖，“只要侵占
应急车道，电子警察就可以实现抓拍！”

“一旦通过监控视频发现有多车
侵占应急车道，我们将立即派巡逻民警
到场劝离，同时还将固定违法证据，作
为处罚的依据！”何彦伟表示，国庆期
间，全省高速交警将联合省交通运输厅
执法大队、路政等部门，分路段在高速
公路上巡逻，力保道路交通的顺畅。

何彦伟提醒广大市民，在拥堵情况
下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或占用应急车道
停车，均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
门可予以罚款200元、记6分的处罚。

“国庆期间，全省交警都将严查严
处侵占应急车道的交通违法行为！”何
彦伟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❶成都商报客户端

打开成都商报
客户端，点击下方的

“快拍”，进入后选择
“PK台”，上传照片，
并配简要文字。

❷成都商报新浪官
方微博

在 新 浪 微 博
中，私信“成都商
报”，发送照片、文
字等吐槽信息。

❸成都商报微信公
众号

微信中，直接向
成都商报微信公众
号发送照片及文字。

❹成都商报热线
028-86612222

拨打成都商报
热线电话，直接吐
槽。特别需要提醒
的是，通过成都商
报客户端、成都商
报新浪官方微博及
成都商报微信公众
号吐槽的市民，务
必留下自己的联系
电话，方便我们及
时与您联系。

四姑娘山
海螺沟

青城山都江堰
三星堆博物馆

四大景区加入

昨日，成都商报报道了“国庆七
天游文明监督行动——吐槽闹心事，
查实要理抹”将实现四城媒体联动，
成都商报将与上海的《东方早报》、云
南的《春城晚报》、甘肃的《西部商报》
成立“媒体联盟”，让您的吐槽获得更
大的关注，全民监督更好地规范黄金
周旅游秩序。现在，青海的《西海都市
报》也将加入“媒体联盟”，形成五城
媒体联动。

五城“媒体联盟”，同步监督，信息共
享，在各自媒体平台上刊登属地吐槽。如
成都市民到云南旅游，旅途中遇闹心事
向成都商报吐槽，成都商报将第一时间
将吐槽内容与春城晚报共享，由春城晚
报派记者现场采访、核实；如云南市民到
成都旅游，其向《春城晚报》吐槽，《成都
商报》也将同步获悉消息，现场采访、核
实，曝光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

成都商报
东方早报
春城晚报
西部商报
西海都市报

五家媒体联动

“对于这种在景区秀恩爱的方式，我只想‘呵呵’。”国庆大假期间（10
月1日-7日），成都商报将推出“国庆七天游文明监督行动——吐槽闹心
事，查实要理抹”的报道在昨日见报之后，立即获得市民响应，已有市民向
成都商报新媒体平台吐槽，称有游客在青城后山的水泥地上印手印秀恩
爱。随即，成都商报记者将吐槽内容转告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管理局，
目前管理局正在协调处理此事。截至目前，已有多个景区加入此次“国庆
七天游文明监督行动”，景区将与游客共同监督营造文明的旅游氛围。

/ 景区吐槽 /

海螺沟：垃圾别乱扔 可以换门票

“游客中心大厅，有的游客脱了鞋子
睡在椅子上，其他游客过上过下看着很不
雅观！”三星堆博物馆公众服务部部长汤莉
称，工作人员上前规劝，有的游客能立即意
识到不妥，并改善，有的则不以为然。

参观博物馆，需要一个相对安静
的环境，可是三星堆博物馆就曾遭遇

“酒鬼”。汤莉告诉记者，曾有游客酒后
参观，情绪激动，不仅脱了上衣，还高

声喧哗，影响其他游客参观。此外，展
厅外，有游客采摘树上的花朵，甚至有
人在隐蔽处“方便”。

除了上述不文明的行为之外，令
博物馆头疼的还有游客拍照。“对着文
物拍照不能使用闪光灯，否则会对文
物有损坏！”汤莉说，在博物馆中，虽然
随处都有不能使用闪光灯的提示，可
是许多游客仍然视而不见。

三星堆博物馆：给文物拍照用闪光灯

这些景点
还能订房订票

“进了村，你就说找‘棒棒手’，大家
都知道我！”

面对现在这个言语爽朗的黄安元，
蒲江县复兴乡陈坝村的村民很少再想起
24年前，那个刚因意外失去了左眼和双
手的他，几乎足不出户消沉了一年。

多年以后，老黄已坦然接受了“棒棒
手”的绰号，甚至把它当成微信网名。
通过多年努力，家里盖起了新房，儿子也
大学毕业，可今年，黄安元遇到一个烦心
事。他和妻子辛苦种的猕猴桃，销路不是
很好，近6亩田产出1.2万斤黄心猕猴桃，
目前只卖出了千把斤。近日，老黄拨打了
成都商报热线，希望求助，“马上就要国
庆节了，有没有朋友愿意来蒲江复兴乡
采摘猕猴桃？这里吃、耍都方便！”

一场意外失去双手

1991年临近春节，因一场意外，黄安
元永远失去了他的左眼和双手，两条胳
膊只剩光秃秃的手臂。

那一年，家里生活条件很差，用妻子
的话来说几乎是吃了上顿就发愁下顿
——为了孩子和家人，必须站起来面对。
黄安元开始跟妻子一起开始种菜、卖菜、
养猪，没有了双手，他就用残臂夹着锄头
在地里干活。努力之下，家里生活渐渐有
所好转，盖了新房子，儿子上学时一直成
绩优异，三年前大学毕业，在成都工作。

这些年，为了改善家里条件，夫妻俩
一直没停下忙碌的身影。六七年前，他们
种了近6亩猕猴桃田。

“往年上门收购价都是八九元一斤，今
年才两元一斤，有时候甚至一块七八”，老
黄一筹莫展。他说，这样下来可能连成本价
都收不回，在新闻上又常常看到外地农产
品滞销的消息，这让他特别担心。老黄是个
行动派，他开始积极联系以往的老客户，在
朋友圈发消息，通过亲友推销猕猴桃，可直
到现在，也才卖出去千把斤的样子。老黄听
说有人在淘宝上开店销售，可他玩不懂电

脑。“能想的办法都在想”，于是，他又拨
打了成都商报热线，希望获得帮助，“大
家有想买猕猴桃的，可以拨打我的电话，
我这里可以包装快递。马上国庆节了，也
欢迎大家到家里猕猴桃园来自己采摘，
这边附近好吃好耍的地方也不少。”

如果您有意帮助黄安元，可以拨打
他的电话——15828476239，或根据此电
话号码添加其微信。

除了帮老黄 还可耍农家乐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老黄
家中，典型的农家小院，门口不远处是饲
养的猪，离家一旁就是猕猴桃园，还有放
养的土鸡、鸽子。

老黄介绍，他的家乡复兴乡虽然不
大，但是附近好吃好玩的并不少。大家国
庆节想近郊游，可以来他们家摘点猕猴

桃，“基本都是施的有机肥，好吃健康，采
摘的话，暂定6元/斤。”在复兴乡，记者走
访了其他种植户，都称今年的销路确实
不好。

除了采摘外，游客还可以有其他玩
法。先说吃。老黄的院子不大，可以招待
20人左右。他说，如果有采摘猕猴桃的游
客愿意在他家里吃顿便饭，他可以用自
家放养的土鸡招待，再做几个农家菜，只
收个成本价钱。

距离老黄家大约10分钟车程的山坡
上，就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农家乐，可以同时
招待200人以上吃饭。这家农家乐有歌厅，
可以打牌，还可以住宿。如果提前一天让老
黄跟老板预约，还可以吃烧烤。通往农家乐
的道路，两侧都是桂花树，而且丹桂、金桂、
银桂纷纷都有，一路飘香，很是迷人。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摄影记者 王勤

不走寻常路
发现新四川

2424年前年前，，他他
因意外失去了因意外失去了
左眼和双手左眼和双手

他和妻子辛他和妻子辛
苦种的猕猴桃苦种的猕猴桃，，
销路不是很好销路不是很好

““能想的办能想的办
法都在想法都在想”，”，于是于是，，
他又拨打了成都他又拨打了成都
商报热线……商报热线……

国庆将到

线路一：
成温邛高速至

邛崃下，沿318国道
往雅安方向行驶10
余公里，在复兴路口
左转行驶约2公里。

线路二：
成雅高速至寿

安下，左转沿寿高路
行驶，在复兴大桥右
转，行驶约1公里。

9月28日，成都市蒲江县复兴乡陈坝村，黄安元正在地里查看猕猴桃的情况

游客在青城后山的水泥地上印下的手印

吐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