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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文娱

飘渺的山水之间，洁白的芙蓉花
纵情绽放……近日，为纪念中国、智
利两国建交45周年，“跨越大洋2015：
东方之美——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展”
在圣地亚哥沙赫特宫拉开帷幕，在这
些参展的作品中，就有成都画家杨学
宁的芙蓉花系列。杨学宁创作的芙蓉
花曾多次到南美参展，这些淡雅脱俗
的芙蓉花也让南美观众印象深刻。

早在2011年，杨学宁的油画就
来到南美的委内瑞拉参展，画展中，

他的“芙蓉花”系列油画在委内瑞拉
的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地
艺术区还专门就此展开讨论芙蓉花
的艺术表现。2013年，杨学宁带着他
的“芙蓉花”系列来到巴拿马，巴拿
马语言学家达娜尔·布鲁甲蒂就评
价，“画布上的色块和线条充满力
量，狂热的色彩和充满活力的美感
点燃了激情，甚至掠夺了观众的灵
魂和心灵。”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陈椰琳

昨日，“和谐盛世 花开吉祥
——邵仲节九十画展”在四川美
术馆开展，邵仲节擅长画牡丹，其
作品以奇特的构图、遒劲的线条、
明丽的色彩为当今中国牡丹画艺
术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有“邵
牡丹”之美誉。

在昨日开幕的“和谐盛世 花开
吉祥——邵仲节九十画展”上，邵仲
节精选了自己150幅作品，其中最早
的作品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也有
不少新近的创作，虽然已是九十高
龄，邵仲节依然笔耕不辍，每天至少
要画四到五个小时，“画画讲究心
静，可能这就是我长寿的秘诀吧。”

邵仲节擅长画牡丹，在书画界
有“邵牡丹”的雅称，而其作品鲜明
的绘画语言、洒脱的生活状态和传
统的花鸟画也略有不同，在邵仲节
看来，自己喜爱画牡丹，是因为它
雍容华贵的风姿和卓冠群芳的气
韵，邵仲节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
画牡丹追求色彩鲜艳，用色常用石
青、石绿、藤黄和朱砂色来渲染牡
丹的华贵亮丽。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
生 陈椰琳

宜家成华店明年春季开业

全球最大的家具零售商IKEA
宜家成华店将于明年春季开业，为
满足新店的人才需求，昨日宜家在
省人才交流中心开启进驻成都以来
最大规模招聘，提供职位超过200
个，包括销售类、设计类、顾客关系
类、餐饮类、物流类等职位。

宜家9月公布的年报显示，宜家
2015财年销售额达到319亿欧元，增
长8.9%，其中，在中国保持了增长最
快的势头，2015财年在华销售增长
超过18%。宜家中国零售总裁朱昌
来日前表示，未来宜家在中国销售
目 标 仍 是“ 保 持 两 位 数 增 长 ”。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周末阳光明媚
昼夜温差较大

昨日，阳光送来暖意，11时全
市气温在21℃左右，较前日上升
2℃。午后阳光持续倾洒，最高气
温26℃。夜空少了厚重云层，最低
气温14℃。

预计今天我市以多云天气
为主，夜晚月色朦胧，白天阳光
灿烂。周一周二无雨水，阳光也
会继续青睐，气温无明显变化。
只是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添
衣防感冒。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成都
今日 多云
13℃-26℃ 偏北风1-2级
明日 多云转阴
14℃-26℃ 偏北风1-3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72～102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

能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
有较弱影响，异常敏感人群请
减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5276期排列3直

选中奖号码：891，全国中奖注数
11001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
奖号码：89162，全国中奖注数31注，
单注奖金10万元。●“超级大乐透”
电脑体育彩票15118期开奖结果：
03 07 20 24 31 04+09，一等奖1
注，每注奖额10000000元。一等奖
（追加）0注，每注奖额0元。二等奖
35注，每注奖额234588元。二等奖
（追加）4注，每注奖额140752元。

●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3D”
第 2015276 期开奖结

果：011，单选7576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15318注，单注奖
金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
173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
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10月10日，以一封“世界那么大，我想
去看看”辞职信走红网络的顾少强在成都
结婚。

没仪式、没婚戒、没家人，不要红包只要
书。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前来贺喜的宾客，
手里都拿着一摞书，很多书的扉页上，写满
祝福。这样一场在外人眼中特别简朴的婚
礼，顾少强和丈夫却一直笑容灿烂，“我们两
个都不喜欢模式化的婚礼，用这样简单的形
式去款待在街子相识的朋友，是我和丈夫共
同的选择。”

昨日也是顾少强和丈夫的客栈开张之
日，不少网友质疑：婚礼现场没有家人亲友
但有媒体，这是巧合还是一次炒作？顾少强
的解释是，“我们只是想把事情简单化，不
然开业和结婚要办两次，那样太麻烦。把这
件事看复杂的人是他们复杂。我们没有做的
事，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因为我们都是内
心强大的人。”顾少强说，在领取结婚证时，
她和丈夫就已经和家里人吃过团圆饭了，所
以这次不想再让亲友舟车劳顿。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王春

“看世界”女教师昨在成都结婚

凉山州规划
新增9条高速

又讯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资阳
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资阳即将启动资阳
至潼南（川渝界）高速公路的招标工作，
预计明年内开建，3年建成通车。该条高
速公路与成都新机场高速及重庆规划
的合川至安岳高速公路相连，建成后将
成为连接天府新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和重庆两江新区、江北机场最快速便捷
的直达通道。 （姚永忠）

成都画家杨学宁笔下生出“芙蓉花”
开在南美也飘香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凉山州交
通局获悉，日前，凉山高速公路规划布
局图出炉，凉山规划新增9条高速，这
些高速建成后将完善川滇地区的高速
路网，多条高速串起了泸沽湖、香格里
拉、西昌、大理等诸多旅游景点。届时，
成都、重庆等地市民，需要自驾前往攀
西地区及云南旅游，又有了更多快捷
出行的选择。

西香高速起于西昌市，经盐源、泸
沽湖，止于云南香格里拉县，全长约
320公里。西香高速建成后，西昌至泸
沽湖距离缩短至170余公里，走高速2
个多小时就能到达。该工程力争2017
年动工。西昭高速是连接云南昭通和
西昌的一条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
路网中规划的都香高速公路中的一
段，路线全长204公里，力争2017年动
工。宜攀高速将沿金沙江而行，经宜
宾、屏山、雷波、金阳、宁南、会东、会
理、盐边、仁和区，路线全长约560公
里，预计2016年动工。乐云高速初步规
划总里程367公里，路线为金口河、甘
洛、越西、喜德、普格、会理、云南省。乐
山至西昌高速全长121公里，建成后将
成为从凉山通往成都的第二条高速公
路。目前，该条高速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编制工作正在启动。西昌市环线公
路分为北、西、南、东四段，全长约72.5
公里（其中利用西昭高速8.2公里，新建
环线公路64.3公里），总投资80亿元（不
含西昭高速利用段）。西昌绕城高速设
计时速80公里，双向六车道，建成后能
有效连接泸黄、西昭、西香高速。西昌
绕城高速预计2015年底将开工建设。

罗林安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学生冒险穿铁路 为何老师都拦不住
上学放学走安全通道需绕行1公里多 社区曾多次反映但没有下文

昨天下午3时许，武侯区果盛路旁
的铁路热闹非常。除了几乎一小时一列
的火车呼啸而过，长长的铁路上从不缺
乏人气。牵着孩子，挎上书包，铁路一旁
的晋阳小学、磨子桥小学放学后，成群
结队的学生和家长在铁路上穿梭。家在
这头，学校在那头，相隔的仅仅是一条
铁路。

这段约2公里长的铁路路段最近的
安全通行道路是两条下穿隧道，一条位
于草金立交附近，另一条下穿隧道不久
前才开始打围施工。

横穿铁路 体育老师都拦不住

昨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晋阳
小学旁的铁路边。学生还在上学，周围
依然不断有行人通过。这段长约2公里
的铁路路段护栏被人开了8个口子，每
边4个。因为这段约2公里长的铁路间，
最近的下穿隧道需要步行500米远，为
了节省这段路程，穿越铁路成了附近学
生家长、上班族的“最佳”选择。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通过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果
堰社区相关人员了解到，据不完全统
计，近年来该铁路段因横穿铁路发生4
起事故，造成两死两伤的惨剧，相关人
员表示，这样的横穿铁路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两年前。

昨日15时许，成都商报记者再次来
到成都市晋阳小学旁的铁路边。随着学

生放学，铁路边逐渐热闹起来，每一个
护栏缺口处，都有两名以上“安全员”设
防，提醒过往路人不能横穿，要通过草
金立交下穿隧道绕行。这些安全员有一
部分是刚刚下课赶来的体育老师，但就
是他们也不能完全拦住穿越铁路的学
生和家长。

“这里不能走哈，走前面！草金立交
那里可以绕！”安全员不断劝阻，原本

“横着过铁路”的学生和家长，变成了一
路纵队“竖着走”。从晋阳小学出来的第
一个缺口，学生、家长还能听劝导，走上
200来米，遇到第二个缺口，学生、家长
不干了。“我今天不管，就要从这里过！”
一位大爷右臂挎着一个小女孩的书包，
牵着小女孩强行突破“安全员”的阻拦
从铁路经过。对这样“强闯”的行为一位
家长解释，安全通道太远了。而经记者
实测要经过草金立交附近的下穿过铁
路，需要步行约700米。

为何横穿 安全通道太远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也前往铁路路
段所在的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果堰社区，
社区相关人员反映，社区也想了各种办
法来禁止行人横穿，“效果非常不好。”
设下铁栏，总有人会剪开。住在附近的
一名居民也证实：“上午把防护网补好，
下午就会被剪开……”派人巡逻，行人
就寻找新的突破口。

社区相关人员称，也不是没想过
更多的办法。“我们也希望修天桥或者
修下穿隧道，但向相关部门反映后就
没有下文了。”今年9月23日，成都铁路
兴达工程公司发布公告，公告显示果
盛路下穿西环线K7+417下穿框架桥
工程（武侯立交附近）于今年10月1日
打围施工，为期5个月，“施工将拆除现
有框架，同时新建一个下穿框架。修好
后会有一些改善。”

对于为何那么多学生、家长都横穿
铁路，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果堰社区相关
人员透露，果堰社区辖区6个住宅小区
以及两处购地自建房4000余户，“按照
辖区就近入学原则，都是属于在铁路另
一头的晋阳小学和磨子桥小学就读。以
果盛路为分界线，最近的安全通行通道
是位于两边的下穿隧道——草金立交
附近和武侯立交附近，步行的话来回可
能要走上大约一公里多。”

十年，一个看似漫长却有匆匆意味的数
字，见证了张靓颖的音乐成长，十年后，张靓
颖回到她梦开始的地方成都举行汇报演出。
10月10日，张靓颖时尚音乐盛宴BANG the
World巡回演唱会在成都迎来了终极绽放。家
乡歌迷更是以热情的尖叫和掌声。演唱会最
后更有惊喜场面出现，张靓颖男友冯轲现场
求婚，气氛十分浪漫。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希望每一分钟都
是特别的，衣服不一样，舞台不一样，人虽然
比十年前老了点，还能看，我非常爱这个地
方，我衷心地感谢，谢谢你们。”三首快歌后，
张靓颖向家乡的歌迷吐露心声。“十年我做了
很多不敢做的事情，我要尽我能力在这个舞
台改变。”舞台上的张靓颖或劲歌热舞或低吟
浅唱，让家乡歌迷看到她的无限可能。“十年
过去，我记得这里的味道，记得每一条街道，
每一个苍蝇馆子，我希望所有的分享都要好
一点”“虽然我的普通话越说越好，但我的四
川话并没有退步。”除了大秀成都话，张靓颖
还唱了一首《木脑壳》献给歌迷。随后张靓颖

《画心》《终于等到你》引发现场大合唱。
最后全场唱起生日歌，王铮亮等好友送

上生日蛋糕。祝张靓颖生日快乐。男友冯轲
亲手制作了一个视频，接着男友冯轲手持鲜
花上台，向张靓颖求婚了。冯轲说，“这一刻
我等了十年，十年我每天想这个事情，原谅
我在长沙十分狼狈，刚才这首歌献给靓颖。”
接着冯轲跪地，拿出戒指向张靓颖求婚，“嫁
给我吧。”张靓颖此时已经泣不成声，她说，

“我愿意。”“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真的告诉
你们，他是一个特别不会讲话的人，我没想
到他写一首歌给我，我们在成都认识的，我
们认识12年了。我想说我为什么在长沙做那
件事，爱这事情越表现越强烈。”最后张靓颖
冯轲手牵手谢幕。

10月11日恰逢张靓颖生日，“张靓颖和她
的朋友们音乐会”也将在成都举行。此次“生
日派对”的嘉宾阵容空前，国际著名音乐家谭
盾、国际著名小号手克里斯·波提、中国著名
指挥家夏小汤、著名歌手王铮亮，以及著名小
提琴艺术家文薇出席。这场音乐会，是男友冯
轲送给张靓颖的生日礼物。10日下午，举行

“电音庆生派对”，超女文瑶、李伯清、陈巧茹
等对张靓颖送上祝福。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张靓颖成都演唱会 男友现场求婚

邵仲节画展昨日开幕

冯轲跪地向张靓颖求婚 摄影记者 张士博

武侯立交附近的下穿正在施工

不少学生和家长选择从缺口穿越铁路

跳的跳跳的跳，，蹦蹦
的蹦的蹦，，成群结队成群结队
横穿铁路横穿铁路，，成了成了
武侯区果盛路旁武侯区果盛路旁
的铁路一景的铁路一景。。两两
年来武侯区果盛年来武侯区果盛
路旁的铁路除了路旁的铁路除了
几乎一小时一列几乎一小时一列
的火车的火车，，成群结成群结
队的学生和家长队的学生和家长
在铁路上来回穿在铁路上来回穿
梭梭，，让铁路不乏让铁路不乏
人气人气。。家在这头家在这头，，
学校学校在那头在那头，，为为
了节约时间了节约时间，，他他
们选择冒险横们选择冒险横
穿铁路穿铁路，，这样的这样的
行为可让旁人行为可让旁人
捏了一把汗捏了一把汗。。社社
区区的相关人员的相关人员
称称，，他们尝试了他们尝试了
劝阻横穿人群劝阻横穿人群，，
反映情况希望就反映情况希望就
近修建下穿隧道近修建下穿隧道
…… 都 没 有 效…… 都 没 有 效
果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