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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认识他们
请联系成都商报
在生活中，总会有感人的事情

发生，很多人悄悄地做了好事便
离开了。如果您认识或能够联系
上这两位扶电杆的小伙子，请拨
打成都商报热线 028-86612222，
分享这次感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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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
闹市街头，一根近十

米高、重达几百斤的电杆
突然歪倒，悬在空中摇摇
欲坠。附近有两名小孩玩
耍，还有行人经过。

感人
两名路过的小伙立

即扶住电杆，避免了电杆
倒下伤人的意外。直到民
警排除险情，他们才默默
离开。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全面展开

四川省暨成都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今日启动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8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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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今日多云转小雨
22℃-33℃ 偏北风2-4级
明日小雨
24℃-31℃ 偏北风2-4级

今日
尾号
限行 1 6

●电脑型中国体育
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6157期排列

3直选中奖号码：603，全国中奖注
数7151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
5中奖号码：60312，全国中奖注数
99注，单注奖金10万元。●电脑型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16068期开
奖结果：0700278，一等奖 0注，每
注奖额0万元。二等奖6注，每注奖
额 55064 元。20198744.68 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157 期开奖结果：

151，单选 462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3，1005注，单注奖金346
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240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16067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9、18、31、
13、27、20，蓝色球号码：04。一等奖
5注，单注奖金8650159元。二等奖
117注，单注奖金194987元。滚入下
期奖池资金946443元。（备注：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考三天 注意防暑

端午假日后上班第一天，成都的
高温一点也不含糊，昨日上午11点全
市均温 28.2℃，较前日同时点升高
2℃。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傍晚前后局
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今日中考开始，
未来三天成都气温都较高，最高温都
在“3”时代，考生一定要注意防暑。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31
日，50名包括美食界资深人士、
国际友人、社交网红、各行业意
见领袖及市民代表在内的美食
达人齐聚成都，在一场“共享世
界美食之都”的美食之旅中，开
启社会各界共同支持成都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的体验活动。
作为本次食品安全周的“前哨
战”，除了结合美食分享之外，还
重点突出了“健康、安全”的主
题，以美食为桥梁，向全世界传
递“美食之美在于安全”的成都
新理念。

日前笔者从成都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四川省暨
成都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以下
简称食品安全周）活动今日正式
启幕。本届食品安全周将通过搭
建多种交流平台，以多种形式、
多个角度、多条途径，面向社会
公众，有针对性地开展风险交
流、普及科普知识活动。

为配合食品安全周的举
行，今天下午，省食品安全办、
成都市食品安全办将在成都电
视台演播大厅联合主办2016年
四川省暨成都市食品安全宣传
周启动仪式，四川省人民政府

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分管食品安
全的领导，四川省、成都市相关
部门负责人以及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食品安全专家和相关
行业代表等齐聚一堂，为本届
食品安全周拉开帷幕，同时宣
布成都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
工作全面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食
品安全周活动将持续 15 天，
充分利用各部门、各区（市）
县食安办政务微博、政务微
信，积极开展在线互动扩大声
势，营造具有新媒体特色的宣
传氛围。

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食品
安全系列宣传活动已于今年5月陆续展开，其
中，于5月17日正式启动并将持续至6月底的

“共享世界美食之都”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受到
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收获一致好评。本次活
动将美食界资深人士、国际友人、社交网红、
各行业意见领袖及市民代表在内的美食达人
齐聚成都，完成了一场“共享世界美食之都”
的体验之旅。截至目前，50位受邀美食达人已
陆续前往太古里、宽窄巷子、锦里、银泰城、红
牌楼等区域的知名餐饮店，开展食品安全体
验活动。

据了解，所有活动餐厅均严格执行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评级，通过食品安全等级公示

向市民展示“笑脸就餐”，引导消费者选择食
品安全较高等级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活动
当天，各路美食达人受邀参观各活动餐厅的
后厨设施，了解政府明厨亮灶工程关于透明
厨房的打造，同时体验成都市食品流通溯源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掌握食材来龙去脉，通
过互联网平台对食材采购、流通实现全面监
管。活动现场，成都市食药监局相关领导就
我市食品安全问题，与美食达人们展开系列
讨论。与以往的美食体验活动不同，本次“共
享世界美食之都”活动重点突出“健康、安
全”主题，以吸人眼球的美食为切入点，向社
会各界传递“美食之美在于安全”的成都新
美食理念。

“共享世界美食之都”打响宣传周前哨

据悉，今天正式启幕的食
品安全周，将在全省范围内发
布和推行全国的统一安全周
标识：阳光下的“盘中餐”。该
标识设计以日常的碗筷，组合
成“盘中餐”来代表食品，与上
方的阳光融合成圆，共同表达
阳光下的“盘中餐”，传达出食
品从原料、加工、成品的过程
透明，公开于阳光下，展示出
食品安全的主题。

食品安全周期间，省市各
级单位也将充分发挥现有科普

宣传资源的作用，开展一系列
活动。包括食品安全科普知识
进学校、农村、社区、机关、工地
等“五进”活动；开展一系列推
动市民共建、行业自律的食品
安全宣传活动；邀请专家开办

“食品安全知识大讲堂”，讲解
食品安全科普知识，传播科学
理性消费观念；同时省市食品
药品监管、农业、质监、经信、公
安、商务、工商、教育、出入境检
验检疫、卫计等相关单位也将
陆续举办主题宣传活动。

发布统一标识 活动异彩纷呈

向全球转达——
成都美食“安全优先”

6月11日晚，在成都街头出现了
感人一幕——一根近十米高的电杆
突然歪倒，悬在空中，路口还有两名
小孩在玩耍，一旦倒下可能会砸伤
路人，碰巧经过此处的两名小伙发
现后立即将杆扶住，直至警方妥善
处理后，才离开。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了解到，扶杆的两名小伙原本打算
去路口吃烧烤，快到达烧烤店门时
遇到了突发状况，两人默默地扶着
数百斤的电杆坚持了一个小时。

现场：
电杆歪倒 小伙扶起一小时

6月11日晚9点过，在沙堰西一
街十字路口，李老板正在烧烤店里
忙活着自己的生意，突然听到外面
传来求助的声音，“电杆倒了，快来
帮忙。”李老板连忙跑出店外看发生
了什么，走到路口一看，好像是电杆
发生歪倒了，两名小伙子正用力扶

着，十分危险。李老板上前打听情
况，两人称刚路过突然发现电杆歪
倒了，路口还有两名小孩在玩耍，担
心杆子倒下来，砸到小孩和其他路
人，于是立即上前将杆扶住。

李老板得知情况后，立即拨打
了 110 报警。“那个杆很重，起码有
几百斤，六个人都挪不动。”李老板
告诉记者，报警后，他喊了店里4名
伙计去帮忙，试图将杆斜靠在墙上
或地面，无奈太重，六人合力都无法
挪动。只好协助两男子继续将杆扶
住，等待民警到来。

10点过，民警赶到现场，通过现
场察看及情况汇报，暂时排除安全
隐患后，决定将杆斜靠在墙上，并拉
起了警戒线，等待专业技术人员来
处理。“前前后后，两名男子扶杆至
少有一小时。”李老板说，待民警处
理好后，两人才离开。

凌晨 3 点过，李老板关门时看
到，有工作人员来将电杆从原来的

位置上移走。

讲述：
危险排除后 小伙默默离开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
沙堰西一街十字路口，当晚歪倒的
电杆已经搬离，只剩下锈迹斑斑的
固定架和一圈电线。据李老板回忆，
两名小伙子身高一米七左右，身材
偏瘦，脖子上戴着金链子，大概 30
岁的样子，原本是打算到他家店里
吃烧烤，走到路口就突遇这种状况。

“我很意外，没想到他俩会有这样的
行为。”李老板说，两个小伙的行为
让他十分感动，不过遗憾的是在警
方将问题处理后，两人便离开了，不
知道名字。

不过两人扶杆的过程被李老板
用镜头记录了下来，“希望大家都能
像他俩这样做好事。”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几百斤的电杆摇摇欲坠
两小伙合力扶了一小时

事发沙堰西一街十字路口，电杆发生险情时附近还有玩耍的小孩

在《新食品安全法》颁布一
周年之际，让更多人了解食品安
全法，学会监督和鉴别食品安
全。由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商报社、
成都电视台主办的“争做食品安
全小记者”，在成都市实验小学
西区分校、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
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让孩子从
选择购买食品的店铺开始，到食
品入口前，学会甄别食品的安全
性。通过小记者的宣传，达到“动
员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
响整个社会”的效果。本次活动，
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
排了食品安全监督员走进校园，
专门为孩子们讲解食品安全的
分辨方式以及食品保存等食品
安全注意事项。

争做食品安全小记者
从你我做起

本次“共享世界美食之都”
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得到了广大
群众的大力支持，高新区益州党
总支组织并开展了“食品安全走
进社区”系列宣传活动。正逢端午
佳节，由成都市食药监局指导，成
都高新区桂溪街道办食药监所、
桂溪街道办事处益州社区工作站
牵头，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益州
社区礼顿山院区党支部主办的

“包粽子PK赛暨社区食品安全宣
传活动”吸引数百名群众积极参
与。一个个秀色可餐的粽子体现
了热爱生活的成都人对于美食的
考究。活动现场，高新区益州党总
支代表与社区负责人进行了食品
安全知识的普及，并带领大家扫
码关注成都市食药监局官方微信
平台，填写市民问卷调查，畅所欲
言，分享个人关于食品安全城市
创建工作的建议与意见。

端午安全包粽子
食品安全进社区

国际资深大厨
陈正曦

“成都的消费
者注重美食的口味
与口感，好吃与不
好吃可以简单直接
地衡量，作为厨师，
我认为食品的健康
与安全是一切美味
的基础。”

来自英国的Kam
“成都市食品

流通溯源电子商务
服务平台这个设计
理念非常棒，通过
食材的追溯与厨房
透明化，能够让消
费者安心、放心地
品尝美食。”

网友李小鱼
“政府应该从

原材料供应到餐厅
卫生环境等各个环
节建立有效透明的
监管机制，从制度
设计上尽量减少黑
心企业的生存空
间，让消费者在享
有美食之都称号的
成都不但吃得安
逸，更吃得放心！”

网友
“朱猪猪飞在天上”

“积极建立完
善的法制法规，提
供制度保障，让食
品安全违法行为得
到有效遏制。完善
监管队伍，加大执
法力度，切实有效
地解决热点食品安
全问题，让我们及
时了解信息。”

声音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江龙）10
日，攀枝花米易县的一位叫李兴荣
的村民上山捡菌子时，遭到一只黑
熊的撕咬，摔下 10 多米的悬崖下
面，晕了过去。醒来后，李兴荣发现
自己面部全部是血，因担心黑熊再
次来袭，他模糊着双眼狂奔 1 公里
多，跑到山下求救。

事发：上山捡菌子 被熊咬伤

现年 41 岁的李兴荣是米易县
白坡彝族乡松坪村人。据他的妻子
舒顺会介绍，6月10日早上7点过，
李兴荣到附近的白坡山（小地名）上

捡菌子，到了上午 11 点过，她突然
接到同村村民的电话才知道丈夫被
熊咬伤了，她匆匆赶到村民家中，眼
前的丈夫全身是血。当日，李兴荣被
送到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抢
救，经过三天的治疗，目前已经脱离
生命危险。

讲述：滚下悬崖晕倒 逃过一劫

昨日上午，41岁的李兴荣躺在
重症监护室，脸部到处是伤痕，但意
识还比较清醒。据他自己讲述，当天
上午9点过，他爬到一处山坡时，看
到一个石洞下有一团黑乎乎的东

西，还没等他看清楚，突然一只黑熊
冲了出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黑熊
抱着他又撕又咬，他根本无力还击，
之后他连同黑熊一起摔下了 10 多
米的悬崖，之后他便昏了过去，等他
醒来的时候，熊已经不见了踪影。

“可能是昏睡了过去，才躲过了黑熊
的袭击。”李兴荣说，当他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面部到处在流血，“眼睛视
力很模糊，我担心熊再次攻击人，于
是我一边跑一边呼救。”他称，自己
在惊吓中狂奔了 1 公里多，直到被
其他村民发现。众人做了一个简易
担架，将他抬下山送到医院。

部门：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昨日，攀枝花市林业局野生动
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负
责人介绍，野生黑熊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根据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
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的，由
当地政府给予补偿。”目前四川省
没有出台补偿办法，“主要是地方
政府根据财政能力进行救助，没有
具体标准。” 该负责人表示，将对
此事进行调查，若情况属实，有关
部门将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两位热心小伙分别穿白色、
黄色衣裤，身高一米七左右，身材
偏瘦，脖子上戴着金链子，大概
30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村民捡菌子遭黑熊咬伤
摔下10米悬崖捡回一条命

社会各界美食达人与市民代表受邀参观透明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