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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环高架丽都路口起，顺着
高朋大道、中环路、神仙树南路，一
路直接连接剑南大道，神仙树立交群
作为我市最长的出城高架桥，将成为
继创业路、人民南路后又一条重要的
城南出城道路。对缓解西南片区出城
交通压力，将起到巨大作用。

4月30日下午3点，神仙树立交
群高架主线将正式开通试运行，届
时，车辆可通过高架主线，从二环
高架路直达剑南大道。

试运行后，交通组织有何变
化？如何行驶呢？4月27日，成都市
交管局秩序处优化科负责人对交
通组织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出城方向：
三处上行匝道
二环高架可直通剑南大道

“出城上行匝道多，可无缝对
接剑南大道。”市交管局秩序处优
化科副科长王红兵介绍，分别在二
环路丽都路口、中环路高朋西路、
神仙树南路设置有上行匝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二环路丽
都路口上行匝道车辆在驶入二环
高架后，只能右转通过新建的神仙
树立交群出城，直达剑南大道，不
能并入二环高架主线。如果是需进
入二环高架主线的车辆，则通过底
层道路继续前行至人南立交上行
匝道进入二环高架主线。同时，二
环路高架外侧主线由西向东行驶
的车辆，可直行前往永丰立交方向

或右转通过新建匝道进入神仙树
立交群，驶往剑南大道。

此外，中环路在高朋西路设置
有上行匝道，由西向南驶往剑南大
道方向的车辆可通过此匝道上高
架出城。神仙树南路新建匝道落地
点位于紫杉路，车辆可通过该上行
匝道出城驶往剑南大道方向。

进城方向：
不能直接进入二环内
两个下行匝道可选择

相对而言，进城方向的交通要
简单一些，在中环路紫瑞大道和神
仙树南路分别设置有两个下行匝
道。从剑南大道方向进城的车辆可
通过神仙树立交群主线下行匝道，
到达中环路紫瑞大道段和神仙树南
路，并不能直接到达二环内。通过神
仙树南路行驶至二环路口时，禁止
直行和左转，只能右转驶入二环路，
因此，民警建议需要进城的车辆，尽
量通过二环路和中环路进行绕行。

另外，驾驶员们一定要注意，
成雅高速进城方向新建由南向西
左转匝道，落地点位于三环路内侧
辅道，进城的左转车辆可通过该匝
道前往三环路川藏立交。

底层及周边道路：
神仙树一线 紫薇东路至二环
路恢复机动车双向通行

为确保神仙树南路跨线桥底
层出城通道的畅通，减轻神仙树南

路的进城通道的压力。原来神仙
树路一线的单向出城交通进行调
整，从紫薇东路至二环路恢复机动
车双向通行，紫薇东路至中环路维
持现状出城单向交通。也就是说，
进城车辆仅通过高架桥可以直达
神仙树南路，底层和中环方向进城
车辆可继续经新光路进城。

同时，三环路石羊立交主线东
西两侧各形成了宽7.5米的连接剑
南大道和景明路的跨线桥。

城南出城新通道
全程无红绿灯10分钟左右出城

“以前，从城西往城南的车辆
出城集中在创业路和人民南路上，
交通压力较大，仅通过二环路创业
路口右转的车辆1小时可达五六百
辆，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王红兵告
诉记者，神仙树立交群不仅新增了
一条出城通道，还比其他路线更加
快捷。

“通过神仙树立交群出城，从
二环高架直接到达剑南大道，全程
无红绿灯，大约10分钟可出城。”王
红兵说，从创业路到剑南大道，有5
个红绿灯，需要30分钟左右。

根据成都兴城集团此前公布
的信息，这条高架全长4.5公里，设
计为城市快速路。高架上还将设置
三个BRT公交车站，目前正在加班
加点建设中。“这是目前成都城区
最长的出城高架桥。”王红兵说。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西部战区空军参谋部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民航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四川省公安厅

关于加强全省军民航机场净空区域安全保护的

通 告
为维护全省军民航机场净空保护区域飞行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军用机场
净空规定》《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民用机场管理条例》《四川省
民用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条例》等规定，现就军民航机场净空
区域安全保护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严禁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全省军民航机场净空保护区
域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未经军民航职能部门批准，进行无人机、航空模型等飞行活动；
（二）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等影响飞行安全的物质；
（三）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孔明灯，升放无人驾驶的自由

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
（四）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物秸秆、垃圾等物质，或者燃放

烟花、焰火。
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距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 km、

跑道端外20 km 以内的区域；军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距机场
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5 km、跑道端外20 km 以内的区域。

二、在机场净空区域内实施上述违法行为的，军民航职能部门、
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查处；在机场净空区域外从事上述活动的，不
得影响机场净空保护。

三、凡开展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应当提前向军民航职能部门提
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四、重大活动期间的空域管控措施以地方人民政府公告为准。
五、所有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支持配合军

民航职能部门和公安机关开展机场净空保护工作。鼓励积极发现、规劝
和举报可能扰乱飞行安全的违法行为。举报的违法飞行线索一经查实，
公安机关将按相关规定给予举报人不低于10000元人民币的奖励。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空军飞行管制部门电话：（028）85399067 民航空中管制部门

电话：（028）85702366（白天） （028）85702365（夜间）公安机关
举报电话：110

西部战区空军参谋部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民航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四川省公安厅

2016年9月1日

决出胜负
秒

昨晚7点，成都科华路王府井空中花园的武馆里，挤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守在门口，限制人员进入。武
馆擂台边，两名准备上场的选手正在热身。一人穿着白色棉布衫，穿着一双板鞋，含胸拔背活动双肩；一人
穿着紧身衣短裤，穿着运动鞋，跳动双脚活动头部。

主持人解说着，一场传统武术与混合格斗的比赛一触即发，场边观众也迫不及待，退到墙边腾出地儿
来。这场切磋，源于两个武术爱好者对传统武术的异见，最终选择了用一场开放式搏斗的方式一较高下。

大骂传统武术
引来武术爱好者非议

今年39岁的徐晓冬，早年在
北京学习散打，后来在北京成立
了第一个MMA（综合格斗）组
织，被圈内人称为“格斗狂人”，
从拳坛退役后，他开始开直播、搞
培训，对于传统武术，他在言语上
不留情面，甚至在自己微博上回
复网友称“传统（武术），太极为
首，都是骗子”。这还没完，他甚至
将矛头指向了一些现役拳手。

一次与邯郸70多岁的太极
习武者的矛盾，徐晓冬与同为太
极 习 武 者 的 雷 雷 发 生 了“ 碰

撞”，两人在网上打起了嘴
仗。4月18日这天，徐晓

冬下了战书，“下周四
（4月27日），我去成

都 找 你 如 何 ，如
果你没时间请告
诉 我 你 哪 天 可
以”。

网 友 也 开
始跟着起哄，都
认为只是说说而
已，但4月19日，雷
雷用自己微博号

“雷公太极”在微博
上回应，“接受了！不

见不散！”

收下战书
要还太极拳一个公道

雷雷与徐晓冬同为北京人，同是习武之
人，不同的是，他学习的是杨氏太极拳，和徐
晓冬的实战经历相比，他此前并没有将太极
运用到实战中。不过，对于太极的奥秘，他深
信不疑。

在以往的视频中，他向观众展示自己如
何用一只手破解巴西柔术的裸绞。在视频
中，一个助手用胳膊箍住他的胳膊，另一只
手按在他的头上，“发力、再发力”，雷雷在对
方发力后，推了一下助手胳膊，对方撒手退
到一边。

“裸绞破解视频，我没用内力，用的是初
中物理课上讲的知识。练武不能光用体力，需
要智慧。”他在微博中说，“配合我的人也不专
业，但是这个解法是谁都可以用的。你更快地理
解就更快地解脱。”

不过，这样的视频也将他推到了风口浪
尖，不少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他这种方法在
实战中并不可行。

而面对自称“武术打假”的徐晓冬，雷
雷表示自己希望“检验一下自己的所学”。收
下挑战书后，他开始在自己场馆里练习搏击
技能，有武术爱好者在看过他的视频后也频
频提出意见。“头部晃动，躲闪啊，雷哥。不能
这么顶着往上走”、“兄弟，人说知己知彼方
能有胜数，我也是练搏击十几年了，我劝你
比赛时间可改延期一年，对综合搏击研究一
番再战，否则你必败无疑”。

他则表示，“怕输就会输一辈子”。

擂台相见
太极拳手悲壮收场

昨日下午5点，徐晓冬就早早来到场
馆，穿着短裤和拖鞋，坐在门口空地上开始
直播，表情比较放松，比徐晓冬大4岁的雷
雷则坐在场馆内，手里揉搓着核桃，品着功
夫茶。比赛开始，两人坐到了擂台下，开始
回答前来围观的武术爱好者的疑问，现场
甚至有从厦门和澳大利亚赶来的爱好者。

在现场，徐晓冬提到那位“踢馆”的太
极爱好者，雷雷在旁边连声说：“打住、打
住，不能骂人”。他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
学习太极一生，“是用生命在爱太极”。

裁判马郁惟给比赛准备了10分钟，应
两人要求，比赛全开放、无禁忌，可以击打任
何部位，两人在免责协议上开始签字。主持
人赶紧提议，“插眼、踢裆部就不要了哦”。
一场没有护具、拳套的比赛就此开始。

赛场上，雷雷迈出弓步，举起双手拉开
架势，徐晓冬则放低双手，移动步伐，步步
紧逼，眼睛死死盯住对方，两人围着绕了两
圈之后，徐晓冬靠了上去，连续上手，朝着
雷雷头部打去，雷雷双手一挥，招架不住，
身体开始侧倾，失去重心，连连退了几步，
徐晓冬抡起拳头，劈头盖脸砸过去，最终将
雷雷摁倒在地，骑在胯部，一阵猛捶。

沸腾的现场安静下来，擂台上已经溅
起血花，裁判赶紧喊停，两人这才收手。徐
晓冬退到了一边，和场边观众打招呼，雷
雷爬了起来，工作人员赶紧止血。大约二
十秒，一场角逐胜负已分。

比赛结束
想要让人看到他不怕打

赛后，裁判宣布了胜负，观众
将掌声送给了获胜者，也送给了
敢于应战的雷雷，“太悲壮了”。在
现场，还有不少老人，都是练习太
极健身的。雷雷在缓了缓情绪后，
告诉观众，自己是反面教材。“我
的师傅和朋友都不赞成我打这场
比赛。”他表示，自己只是代表个
人参战，应战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即使太极不能打，但是他不怕打。

至于回去如何面对学员，他
则坦言，自己一直都是教学员如
何学习、生活，并不是将太极运用
到实际争斗中。裁判马郁惟则表
示，这场比赛，并不能证明传统武
术就不如现代搏击，“这只是两个
人之间的较量，并不能代表传统
武术就不行。”因为散打就融入了
很多传统武术技法，是对之进行
专业训练后的提炼，这场比赛，更
多的是职业和业余的一场较量。

但一些擅长现代搏击的专业
人士则认为，这场比赛还没开始
前，胜负就已经有了定论，这根本
就没有可比性，混合格斗的爱好
者，都是经过实战磨砺的，但雷公
太极显然没有这样针对性的专业
训练。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摄影记者 陶轲

传统武术VS现代格斗
一场没有护具、没有拳套
的跨界比赛昨晚打响

武术协会：
传统武术

并非没有实战价值
四川省武协综合太极拳研究会会长蒋勇偶然间也

在朋友圈看到这场赛事，他认为，通过交流切磋来印证
武术本身，应该是一件好事，但还是应该通过正规的比
赛渠道。“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有没有炒作的成
分。”不过，对于比赛结果，他表示对这两人都不熟悉，
不便于评价。

对于传统武术的看法，他认为在冷兵器时代，传统
武术是很多人养家糊口的谋生技能，沙袋、石锁，每天都
在反复练习。“不招不架，就是一下。”蒋勇认为，传统武
术本身是没有多余动作的。而在比赛中，雷雷的手架得
太高，另一只手也没有护住肋骨。

他表示，随着一个时代过去，对抗也少了，传统武术
中的一些实战技法开始退化，更加注重养生的功效，这
也难免令人认为传统武术没有实战价值。传统武术的继
承和发展，还是要回归到实战，要有行之有效的实战
竞赛方式。他在提到太极推手时也说到，在邛
崃的一次交流中，练习推手的师傅与石匠
切磋，结果推了几次都没推动。“练习
的同时，还要注重身体素质，进行综
合训练。”他认为，对于网上一些太
极神功、包治百病，他比较抵触，
他认为发扬传统武术，不应该去
神化，而是脚踏实地去学习。

神仙树立交群30日开通试运行 走二环高架可直通剑南大道

先睹为“快”，教你10分钟开出城

制图 王雪

业业 // 内内 // 观观 // 点点

▶雷雷（左）
和徐晓冬开
始切磋

“格斗狂人”徐晓冬

太极高手雷雷

裁判叫停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