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劝阻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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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打人男子李某事发时在休假，目前已被警方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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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情人节
结婚登记可正常办理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内各
婚姻登记处了解到，今日起各登记
处恢复上班，可办理婚姻登记业务，
情侣们可于情人节前往，不必担心
白跑一趟。

金牛区婚姻登记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往年情人节都会迎来扯证高
峰。今年跟往年不同的是，新的婚姻
登记工作规范自2月1日起实行，新
增了不少措施，金牛区还向市民政
局申请，专门针对结婚扯证的窗口
增加了4名人手，以应对今日可能来
临的扯证高峰。

青羊区则推出官方微信“锦绣
青羊”，情侣们可网上预约办理。具
体操作办法为点击底部导航菜单，
进入“民政婚姻登记”栏填写相关资
料即可顺利完成预约，到现场后可
到“网上预约窗口”优先办理。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成都
今日 阴转多云
3℃-8℃ 偏南风1-2级
明日 晴转多云
2℃-10℃ 偏南风1-2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优或良
AQI指数：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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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放烟花
春节再现“成都蓝”

“春节几天，成都没有放烟花，
空气质量真的是不错哟！”刚刚从自
贡回到成都的张女士发现，宅在成
都的朋友都在刷“成都蓝”。而据四
川省环境监测总站的监测实时数
据可以看出，在除夕（2月7日晚24
时），全省大部分市州AQI指数已
经 超 过 300，个 别 市 甚 至 超 过 了
400，而成都的AQI指数显示为23，
空气质量为良。

记者从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了
解到，2月7日至8日，受除夕夜烟花
爆竹集中燃放影响，并在不利气象
条件的协同作用下，四川遭遇到了
近年来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
污染最为严重的一年。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比起2015年，2016年的“红包雨”来得
要更猛一些，从6岁小孩到七旬老人，大家
都拿起手机加入了这场红包大战中。根据
腾讯科技频道《企鹅智酷》的一组调查数
据表明，2016年除夕那天，仅微信红包的
收发总量就多达80.8亿个，同比增长了8
倍。忙活了半天，不少市民在统计红包零
钱的时候就发现，发出的红包往往多于抢
到的红包，而有调查数据也表明，78%的货
币互联网红包中，“钱”仍然以红包的形式
再次分发出去。

抢到的红包 继续发

根据17000名用户数据调查表明，78%
的货币互联网红包，“钱”都是通过红包的
形式再次分发出去了，只有30%的互联网
红包用户有过提现的操作。记者随机调查
了10名市民的微信红包记录发现，其中有
8人都是发出大于收入。

而在红包大战中胜出的，大多只拥有
微弱优势，多出个几十元到一百元，完全
可以忽略不计。

年长者发红包 更在意多少

从调查数据中记者看到，20到39岁的
互联网红包用户是绝对的主力军。其中20
到29岁的网民中，至少36.5%的用户每天
会多次使用红包工具。而30到39岁频率更
高，40.1%每天会多次使用红包工具。

与年轻人注重娱乐性不同，年长者更

在意金额多少，50岁以上的用户中，10.9%
的人认为单个红包应该超过10元。

胡先生的外婆，今年已经74岁高龄
了，仍旧没有落伍，加入亲友群，拿起手机
和孙辈们一起抢着红包。一开始，她只会
抢和拆这两项技能，后来红包的零钱越来
越多，她也忍不住要放个“大招”，一出手
就发了100元，让大家纷纷“跪谢”。今年40
多岁的李先生刚学会发红包，因不懂行
情，一开始出手都是五六十元。

男性比女性 更“爱财”

在调查数据中，16.4%的男性认为6元
以上的红包才够意思，而45.9%的女性觉得
抢到1元以内的金额也是可以接受的。在红
包发出的场合中，51.6%的人都是亲朋同事
互相发，29.2%则是通过社交群里抢红包。

“发红包调节一下气氛还是挺不错的。”
市民马佳告诉记者，春节之前，他们家里就建
了一个亲情群，大家都在里面抢得不亦乐乎。

“还是很热闹。”她表示，抢红包就图个乐，而
且抢的过程中，大家还可以以红包之名说上
几句话，反而让彼此关系更进了一步。

不过，也有市民持反对意见，“红包让
大家对手机的依赖性更高了。”市民白先生
就感慨，春节吃个年夜饭，大家手上都握着
手机，感觉都是心不在焉，仿佛过节都在手
机里过了，严重冲淡了过节的气氛。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数据来自《企鹅智酷》

春节大假
全省查处超速4万起

成都商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获悉，2016年春节期间，全
省公安交警部门积极应对客流车
流叠加、恶劣天气频发的压力挑
战，有力确保了全省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总体平稳。

大假七天，除在未交付使用的
国道上发生1起一次死亡3人的道
路交通事故外，全省高速公路、国
省干道、景区道路未发生长时间、
大面积交通拥堵。全省各级公安交
警严格查处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
急车道、超员、超速、酒驾等严重违
法行为。据统计，2月7日至13日，全
省公安交警累计出动警力9.5万人
次，警车3万余台次，启动执法服务
站和劝导点4641个，查处超速违法
约4万起，酒驾538起，非法占用应
急车道2654起。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高速公路上，错过了分道口，驾驶
员竟在高速公路上倒车。这还不算，也
许是发现了路段上有监控设备，车上
还下来了三名成年人，将纸巾贴在了
汽车号牌上……

2月12日上午8点33分左右，一辆
号牌为“陕A2053×”的白色越野车出
现在成雅高速分道成乐高速的位置。
该车开过分道口后，很快开始倒车。
成雅高速交警一大队民警介绍，倒了
一小段之后，驾驶员似乎是发现了该
路段有监控视频，随即车上下来了两
名女子和一名男子，用水打湿纸巾将
车辆号牌进行了遮挡。在下车乘客的
指引下，该车倒回至分道口，并驶入
成乐高速匝道。

成雅高速交警一大队民警称，查
询到车主信息后，交警将告知车主有

“在高速公路上倒车”和“故意遮挡机
动车号牌”两项违法行为，驾驶员将
受到记24分、罚款400元的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图片由高速交警提供

事发
劝阻男子放鞭炮 环卫工被打

昨天上午，成都商报记者在成都市
天府新区人民医院第一住院部见到了病
床上的徐淑兰，经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天府新区人民医院诊断，徐淑兰
多处软组织挫伤。“主要就是右胸还是很
痛，头晕。”在徐淑兰一旁守候的，是她的
儿子、媳妇，以及老伴。

今年57岁的徐淑兰从事环卫清洁工
作17年，中途曾离职跟老伴去广州，干过
物业、保姆等工作。在回到成都后，她又重
新干起了环卫工。今年1月20日正式上班，
负责的区域在中和镇朝阳路一住宅小区
北门外，从家里走上十来分钟就可以到。

大年初一早上4点过，徐淑兰从床上
醒来，穿上两件毛衣，罩上“环卫橙”，用
热水洗了洗脸，喝上几口热水开始做事，

“想到是大年初一，我就专门收拾了下屋
子里，拖地打扫。”早上5点半，动作麻利
的徐淑兰出门上班了。按照规定，大年初
一全员全天上岗。

外面的天还一片漆黑，带上大小扫
把，拖上一个簸箕，借着小区外保安亭的灯
光，徐淑兰开始打扫。除夕的烟花爆竹留下
一片狼藉，徐淑兰先用扫把扫在一起，再用
簸箕汇在垃圾口袋里。早上9点40分左右，
刚刚弄完一边烟花爆竹垃圾的徐淑兰，回
头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在放烟花爆竹。

“当时他在马路中间，我就跟他说，
帅哥不要在路中间放，我刚刚弄干净，早

上5点过就出来了。”徐淑兰隔了几米远，
在倒垃圾时冲着放炮男子说。“对方回
我，他是在路中间捡来的炮。我说捡来的
炮也不要放，又不是3岁大的人了。”徐淑
兰事后也不知道是哪句话惹怒了男子，

“当时对方开始骂脏话，我说我五六十岁
还是拿给你骂的吗？本来环卫工就很辛
苦。对方回我：我不骂，我要过来捶你。”

徐淑兰回忆，自己先是头部右边挨
了一拳，“看到头被打，我赶紧用双手护
住头，对方又用脚踢我右胸。”徐淑兰说，
后来有人来拉开双方，“10多个人在围
观，一直纠缠了半个多小时。”当时更多
的细节徐淑兰已经记不清了。10点过，徐
淑兰拿手机给所在清洁公司组长打去电
话，对方让她去做个检查。

11点过，徐淑兰回到家里，一直没吃
饭的她煮了4个小汤圆，“当时右胸被踢
的时候我就晓得遭了，到了下午右胸越
来越痛，第二天，腿上也开始痛。”

住院
医疗费花去3000元

晓得徐淑兰被打，徐淑兰家人没有

立马报警，“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大年
初一不进派出所，也不进医院。”儿子郭
进解释，“当天下午我正在眉山，听说后，
妈说没大碍，第二天才痛得遭不住。”郭
进说，他先送母亲到成都市第一人民医
院检查后，当天下午向所辖派出所报警。
大年初三进入成都市天府新区人民医院
住院治疗。郭进从其他人口中了解到，打
人者姓李。

“从入院到现在已经花了3000多的
医疗费用，期间打人者家属也没有来看
望一次。”郭进有些气愤。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发生
冲突的中和镇朝阳路盛世嘉苑小区，
在事发地小区北门外，多位市民表示
不清楚此事。在小区物业管理中心，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听说此事，“只晓得有
一个人在大年初一跟环卫工人发生冲
突，具体情况不了解。”工作人员透露，
在小区内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在
小区内记者也看到多处“小区内禁止
放烟花爆竹，烟花燃放点东门对面空
坝草坪”的标语。随后，成都商报记者
通过查看该时间段的多个监控点位，
均未发现打架一幕。

成都商报记者也了解到，大年初二，
在徐淑兰家人报警后，与徐淑兰发生肢
体冲突的男子李某已被依法拘留，截至
记者发稿依然未归。

打人者家属：
双方均有过错 打人确实不对

此外，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发生冲突
的一方是该小区业主，记者在小区内找
到了李某的家属。

“事情已经发生了，冲突肯定是双
方过错都有。具体情况还是依据派出所
调查，我们服从调查。”李某的家属表示。
在现场的多位家属透露，事发时不在场
并不清楚当时情况。

“我们听到大致的情况，李某在大年
初一早上出去，捡到路中间的火炮，出于
童心未泯，看到火炮就点了。双方冲突
后，环卫工人骂脏话，就把这边激怒了。”
李某家属透露，“这种事我们也不愿意
发生，确实打人不对，但现在也算受到
惩罚了。对于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也很
理解，但肯定双方都有过错。大过年的，
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李某的家
属还表示，对于徐淑兰的伤情赔偿情
况，“等待警方调查出具处理结果后，再
说赔偿问题。”

“大年初二时，警方通知去，他穿起
一双拖鞋就去了。”李某的母亲透露，本
来大年初三应该李某值班，也因此搁浅，

“家里人都没有好好吃个团年饭，大过年
的大家都不希望发生。”李某的母亲还透
露，李某平时性格随和，从来没有发生过
打人的事。

昨日17时许，成都商报记者从高新
区中和街道办有关人员获悉，打人者李
某系街道办城管科城管队员，“是城管科
队员，工作了2年多，事发当天是休假期
间，平时工作表现良好，从来没有打人类
似记录。”有关人员说。李某今年30多岁，

“目前警方将其拘留5天。”

昨日，蚂蚁金服联合第一财经商业数
据中心，通过对4亿多实名支付宝用户在
春节期间的登录和消费支付情况进行数
据分析，向人们展现了新时代下“指尖上
的新年”模样。

报告称，猴年春节，53.4%的外出工作
用户在除夕回到老家过年，34.3%的人选
择在工作地过年，还有12.2%的人去往别
处过年，或探亲访友，或外出旅游。在四
川，66.3%的人留在了本城市过年，23.2%
的人去了本省其他城市过年，10.6%的人
去了外省过年。四川人口迁出最明显的城
市为成都，巴中市成为全省春节人口迁入
最明显的城市。

春节回娘家过年，还是回婆家过年，
似乎也是中国夫妻的一个“千古难题”。
根据支付宝亲情账户等用户关系数据，
蚂蚁金服也尝试对这个问题做出探讨，
数据显示，猴年春节去婆家过年取得了
压倒性胜利，49.5%的夫妻选择回婆家，
28.1%的夫妻选择回娘家，还有22.4%的
夫妻干脆选择了在夫妻俩工作所在地或
其他地方过年。

在四川，丈夫陪老婆回娘家的比例为
33.4%，妻子陪老公去婆家的比例为44.4%。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徐 淑 兰 回徐 淑 兰 回
忆忆，，自己先是头自己先是头
部右边挨了一部右边挨了一
拳拳，“，“看到头被看到头被
打打，，我赶紧用双我赶紧用双
手护住头手护住头，，对方对方
又用脚踢我右又用脚踢我右
胸胸。”。”后来有人后来有人
来 拉 开 双 方来 拉 开 双 方 ，，

““1010多个人在围多个人在围
观观，，一直纠缠了一直纠缠了
半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
当时更多的细当时更多的细
节徐淑兰已经节徐淑兰已经
记不清了记不清了。。

因为劝阻一名男子不要在马路上燃
放烟花爆竹，57岁的环卫工人徐淑兰至
今依然躺在成都市天府新区人民医院住
院部内。今年大年初一的中和镇朝阳路，
徐淑兰在环卫清洁时，与燃放烟花爆竹
的一男子李某发生纠纷，后上升到肢体
冲突。徐淑兰在第二天报警后大年初三
进入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将徐打伤的男
子李某则被警方拘留5日。

打湿卫生纸遮挡号牌 高速公路上倒车
这名驾驶员将被记24分

春节抢的红包去哪儿了？八成变为新红包
五成夫妻
过年选择回婆家

华西医院
除夕取了37个异物卡喉

过年了，每家每户都想欢欢喜
喜地吃个年夜饭，但是今年成都人
的一顿年夜饭，却把华西医院的医
生们给忙得脚不沾地。

“除夕我们耳鼻喉科开锅了，急
诊 18 个食道异物排着队等手术！”
大年初二，身为微博红人的赵宇医
生（@罩得住他爸）就在微博上吐槽
开了，内镜中心还帮他们分担了19
个病人。全是吃出来的意外，即使在
华西医院也创下历年的纪录。

患者刘先生说，自己当时一边
在吃年夜饭，一边拿着手机忙着抢
微信红包。正吃得欢快，正好点中了
一个大红包，刘先生激动地大吼了
一声，结果嘴里鸡骨头就顺势卡住
了食管，只好到医院来抢救，“真可
谓乐极生悲啊！”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实习生
杨谨宁

老伴正在喂徐淑兰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