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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体验区

空气新风净化机：持续通过YT
新风系统过滤把洁净新鲜空气引入

室内；高效拦截PM2.5颗粒；拦截有害
细菌；有效拦截花粉及过敏源；

新型环保节能制冷剂（R433b）：
针对降低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温

室效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能减
排；促进绿色发展，建设低碳成都的
环保节能技术服务。

LED照明灯：运用在成都、北京、
上海等各大城市的LED光源导向系
统，LED植物照明灯，稀土长余辉荧
光材料，这是一种不需要电也能发光
的神奇材料，全国各大城市轨道交通
里都会运用的自发光导向标识牌，光
引擎路灯模组（新型节能路灯）。

●机器人体验区

阿尔法机器人展示与体验：你还
记得登上猴年春晚舞台的明星机器
人吗？没错！这次我们也邀请了阿尔
法机器人来到现场，为成都市青少年
带来精彩的表演！让快乐和智能体验
一同感受！

Arduino展示与体验：Arduino不
仅仅是全球最流行的开源硬件，也是
一个优秀的硬件开发平台，更是硬件
开发的趋势。

奥叮机器人：一款基于强人工智

能的智能服务机器人。产品采用自主
研发的协同行为表达系统、情感计算
引擎、运动控制及算法，结合深度开
发的人脸识别等前沿技术。

●智能生活体验区

智能一体机：一款可供民众自主
查询了解的宣传软件，该软件包含安
全用电、节约用电、夏季安全用电、企
业用电须知等版块，通过漫画、文字、
讲解向民众普及电力科普知识。

智慧消防。消防物联网-智能监
测巡检系统：利用物联网、自组网、互
联网和电子监测技术，可对消防设施
进行实时监测和故障自动报警、智能
巡检管理、安全监督等。提升消防设
施设备的可用率、降低设备的故障
率，减少因设施故障引发的火灾损
失，更有效地保障城市消防安全。

●VR/AR体验区

医学数字3D人体模型，该模型结
合先进的实时三维渲染技术，完美还

原真实的人体结构。该模型让人们以
直观、生动的视角了解人体结构。

VR极限飞行设备是一款超大运
动角度的专业仿真娱乐设备。搭配
VR内容可以模拟六个自由度的空间
运动。既可以作为模拟器对飞行员进
行培训；也可以作为普通的VR娱乐
设备给普通民众带来欢乐。

鼓动英雄VR音乐游戏体验，
是一款让你如同专业鼓手般演奏
的音乐游戏。享受摇滚明星一样的
游戏体验！

除此之外，还有创客作品及工具
体验区、天府文化及互动体验区、健
康生活体验区、现代农业体验区、创
意农业体验区、自然保护体验区、防
灾减灾体验区，让小记者们玩得不亦
乐乎。科技周明天依然在东郊记忆如
期举行，心动的小伙伴们还不来科技
周玩转科技新旋风？

提醒：本次科技周活动的举办时
间为5月20日、21日的9：00~16：00，地
点在东郊记忆（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南
路中段4号），前往的市民请尽量选择
公共交通，避免造成交通压力和安
全隐患，可乘坐72路、180路、313路、
342路、1013路公交车前往建设南路
站下即可。 （毕丹）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第17132期排
列3直选中奖号码：305，全国中奖注数2242注，单注奖金1040
元；排列5中奖号码：30588，全国中奖注数44注，单注奖金10万
元。●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17057期开奖号码：9951042，一

等奖2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3注，每注奖金30312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2017132期开奖结
果：556，单选575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500注，单注奖
金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7057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26、

24、01、25、22、19、30，特别号码：20。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1766501元。
其中：复式投注0注，单注奖金0元，二等奖14注，单注奖金21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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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记者带你逛科技周，丰富体验一网打尽
20172017年成都科技周年成都科技周

活动将于今天正式拉开活动将于今天正式拉开
帷幕帷幕，，四大板块各种活动四大板块各种活动
也是吸引了十足的眼球也是吸引了十足的眼球，，
那么今天的现场到底如那么今天的现场到底如
何设置何设置？？每个板块又有哪每个板块又有哪
些具体的活动些具体的活动？？成都儿童成都儿童
团特地派出了小记者团特地派出了小记者，，在在
现场跟大家一起体验各现场跟大家一起体验各
种丰富有趣的活动种丰富有趣的活动。。

在活动现场跟随小在活动现场跟随小
记者的脚步记者的脚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
本次科技周活动有很多本次科技周活动有很多
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区域。。每个区都有每个区都有
不同的科普展示和活动不同的科普展示和活动
体验体验，，家长们可根据孩子家长们可根据孩子
的兴趣进行不同的选择的兴趣进行不同的选择。。

父母们和孩子一起在科技周体验奇妙的科技

萍水相逢，雨中送伞，心头暖暖的。
5月15日，年过八旬的顾婆婆乘

公交时，途中遇到大雨，为难之时，一
名美丽的姑娘主动将自己仅有的一
把伞送给了婆婆。事情虽小，但顾婆
婆心存感激。回家后，顾婆婆一直惦
记着她，她托人在小区附近发寻人启
事，调当时的公交车监控，还联系到
送伞姑娘可能在的学校老师，最后仍
然没有找到人。

“姑娘，如果你看到了这条新闻，
请尽快与我联系，我想见见你，当面
感谢你。”顾婆婆说，如果姑娘很低
调，不愿意见面，她也尊重对方的想
法；如果她还不知道自己在找她，那
就继续找下去。

“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雨，
婆婆你把伞拿去吧”

5月15日上午，多云，闷热。年过
八旬的顾婆婆看着外面的天，估摸着
这雨，可能也不会落下来。为了出门
办事，顾婆婆离开了位于武侯区的
家。哪知这天气说变就变，办事途中，
天下起了大雨。顾婆婆猝不及防，只
得待在公交站，等着公交车到来。

根据822路公交车监控录像及顾
婆婆的讲述，10点42分，西南民大新
校区，顾婆婆走上了822路公交车，一
位年轻的姑娘手里抓着伞，走在她的
后面。车厢里人很少，顾婆婆腿脚不
方便，就近坐在了车厢最靠前的位
置。姑娘也没有走远，坐在了顾婆婆

的身后。
姑娘一头短发，身着粉色的短袖

和碎花的短裙。一路上，姑娘埋头玩
着手机，偶尔抬头看看窗外。顾婆婆
说，她当时坐在前排，心里泛起嘀咕：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下车还有一段路
要走，这可怎么办啊？

10点46分，公交车行至西航港大
道中二段，顾婆婆到站了，也是没办
法，只能淋淋雨了。顾婆婆站起身，正
要下车离开。“哎呀，婆婆你等一下！”
一个年轻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外面下
着这么大的雨，婆婆你把伞拿去吧！”

顾婆婆回头一看，姑娘正举着那
把桃红色的伞。“我拿走了伞，你怎么
办啊？”萍水相逢，就拿人家的伞好
吗？顾婆婆有些不好意思：“我也不知
道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电话我也不知
道。”话音刚落，姑娘不停地摇手，就
把伞塞给了顾婆婆。车门关上了，车
子缓缓开出，顾婆婆有些不舍。隔着
车窗，顾婆婆和姑娘目光交织，挥手
相别。记者事后在视频中看到，车子
开出几秒钟后，姑娘露出了笑容。

“这个姑娘真是太好了。”雨还在
下，顾婆婆撑着伞，心头暖暖的。

发寻人启事调监控录像
送伞的姑娘你在哪里？

“我如果没有伞，淋了雨可能会
生病，将心比心，她难道就不会淋雨
吗？”昨晚，成都商报记者见到了顾婆
婆，她一直惦记着赠伞的姑娘，想知
道姑娘还好不好，有没有因为淋雨而
生病，“雨下得那么大，她穿得那么单
薄，但她想到的却是我”。

几天过去了，姑娘赠给顾婆婆那把
伞，还依然撑在顾婆婆家的客厅里。“一
看到伞，我就想起那个姑娘。”顾婆婆
说，当天她回家和老伴聊起这件事，就
觉得一定要找到这个姑娘，当面感谢
她。可是人海茫茫，要找到谈何容易。

为了找到这位姑娘，顾婆婆联系
了记者，希望通过媒体找到这名姑娘。
在了解到顾婆婆的经历后，电视台记
者和志愿者一起，在顾婆婆的委托
下，在西南民大附近发寻人启事，又
找到822路公交车调取监控，四处寻
访，遗憾的是还没有找到赠伞的姑娘。

昨日下午，顾婆婆准备了一个小礼
物，和志愿者一起到西南民大寻找。听说
姑娘有可能是经济系和管理系的学生，
顾婆婆联系了两个系的老师，随后还去
了学生会。期间，一名网友联系到顾婆
婆，说他认识赠伞的姑娘，但经过微信上
一番交谈，对方却表示找错了人。

忙了一个下午，顾婆婆说，姑娘
可能很低调，如果她不愿意见面，自
己也理解，应该尊重她的想法。如果
她还不知道自己在找她，那就一直找
下去。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看到请回复
我们在线等

美丽的赠伞姑娘

姑娘，如果你看到了这条新闻，
请尽快与我联系，我想见见你，
我的家人也想见见你，当面感
谢你，把仅有的一把雨伞给了
我。你那天淋了雨没有，身体怎
么样，我很担心。我的确很想念
你啊，姑娘！”——说这话时，顾婆
婆眼里闪烁着泪光，几天前和姑娘的
挥手相别，似乎还在眼前……

美美的妹子，
好运伴你一生。
——文豹EvenMo

这就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替他人着想的善良。受助的老太
太也值得称道——对善良人的赞
许和感激，本身也是一种善良！

——苏超峰_成都送伞

寻人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成都

成都婚姻登记机关正常上班
“520”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了现在信息时代的

爱情节日，不少新人也喜欢选择这一天扯证结婚。
巧的是，今年的5月20日遇上了周末，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周末要上班吗？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为满足
新人的心愿，迎接扯证小高峰，全市婚姻登记
机关已增加 40 名工作人员，今日将提前上
班，开展延时服务。新人不需预约，可在今

日带上证件，直接到大厅取号办理。
“为积极应对今年5月20日办证新人可能激增

的情况，我们先前已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婚姻登记
机关科学合理安排登记时间。”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必要时采取提前上班、开展延时服务、增
加工作人员、协调有关部门等多种措施，确保特
殊日子婚姻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5月17日，市区政协联动助推黑
臭水体治理民主监督集中视察来到
新都区。政协委员们先后到黄花社
区6组、铁路社区1组，查看凤凰河二
沟黑臭水体整治情况。委员们纷纷
表示，水质有明显改观，沿河区域环
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通过视察，政协委员们指出了
还存在的问题：一是水环境问题未充
分暴露，二是治理难度大、易反弹，三
是雨水利用率较低。因此建议进行分
段治理，全流域控制黑臭水体；建立
举报人奖励制度，发现环境违法问题
查证属实的给予奖励；同时更新理
念，逐步规划雨水收集管网与处理后
回归河道，让雨水充分发挥城市路面
喷洒、绿地灌溉等功能；加强校地合
作，吸引专业人士参与。

新都区政协委员、西南石油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张雷提出，应
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实力，
使用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生
态方法的组合技术进行综合治理。

成都市政协委员、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教研员、市社区教育研究会秘书
长钟锂则从宣传方面提出建议，他
表示治理黑臭水体可通过义务劳
动等方式，提高市民参与意识，并
呼吁更多市民积极监督，以长久维
护治理成果。

5月19日，市区政协联动助推黑
臭水体治理民主监督第三组前往金
牛区，对该区黑臭水体治理进行集
中监督性视察。民主监督第三组共
视察了四斗渠、西郊河和桃花江3条
黑臭水体河道现状及河道排污口情
况。“金牛区对这3条河的黑臭水体
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办法，也取得了
进展，河水更清了。”在实地视察中，
成都市政协委员、市政协社法民宗
委副主任、四川中佳信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佳蔚表示，黑臭水体治理需
要政府部门长期、持续的治理，也需
要广大市民不断提升环保意识，“工
厂尽量不要排污，市民不要乱扔垃
圾”。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韩利

5月21日是全国助残日。在这个特
殊的日子来临之际，成都为第27个助
残日筹办了多项活动。市残联相关负
责人说，希望以近日的集中活动，让残
疾人朋友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也希望
社会各界能够关注、关心残疾人。

18日下午，记者参加了成都地铁
与市残联合办的“请暖你我·行动无
碍”交流活动。多名残疾人参加地铁
无障碍设施体验活动。在地铁4号线
市二医院站和玉双路站，残疾人体验
了无障碍通道、无障碍电梯、地铁盲
道、残疾人卫生间等方便残疾人士的
设施。在地铁玉双路站，工作人员向
残疾人讲了轮椅牵引机的用法。“一
般情况下，地铁站都有无障碍电梯，
但有的站由于受到空间限制，无法设

直升电梯，就会安装轮椅牵引机。残
疾人朋友只要到了牵引机边，按键呼
叫工作人员就可以使用设施。”

18日以来，我市各地也相继开
展全国的助残日系列活动，2017年
残疾人创业就业专场活动在成都市
青羊区西村艺术空间成功举办。本
次活动以“共创未来创业我能行”为
主题，旨在通过展示残疾人职业风
采，让社会认识到残疾人能为、能
行、能工作的职业素养。此外，在郫
都区三道堰湿地公园还举行了精神
残疾及亲友协会自闭症分会的公益
活动，在温江区开展了康复体育进
社区、进家庭成果展暨2017年残疾
人群众体育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全国助残日来临 残疾朋友争当创客

预计今年底，成都将推出旅游景
区门票的“景区一卡通年票”（成都商
报5月16日曾作报道）。5月19日，资阳
市旅发委又发布消息称，预计今年
底，资阳将与成都联合推出旅游年
卡，届时成都市民凭旅游年卡即可前
往资阳，参观安岳石刻的圆觉洞、卧
佛院、毗卢洞等景观，感受“东方维纳
斯”紫竹观音等安岳石刻的魅力。

据介绍，旅游年卡由成都市旅
游局牵头，资阳拟将雁江幸福谷度
假小镇及安岳圆觉洞、卧佛院、毗卢
洞等纳入成都旅游年卡一并发售，
进一步提升游客的体验。目前，相关
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预计今年底前
推出。此外，资阳还在与成都的成资
旅游一体化合作中，共同推出了佛

教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和
美食旅游等4条旅游线路：佛教文化
旅游线路为成都文殊院—大慈寺—
乐至报国寺—安岳石刻；生态旅游
线路为都江堰—幸福梅林—桃花故
里—雁江幸福谷度假小镇—保和生
态旅游度假区—五彩林乡—魅力柠
海—宝森农林；红色旅游线路为建
川博物馆—陈毅故里—安岳革命老
区—邓小平故里—朱德故里；美食
旅游线路为成都（担担面、钟水饺、
龙抄手、夫妻肺片）—雁江（苌弘鲶
鱼、羊肉面、钟焦粑、丹山坛子鸡）—
乐至（烤肉、藕粉、熊卤鹅、卤肥
肠）—安岳（米卷、周礼伤心凉粉、坛
子肉、柠檬酥排骨）。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今日 小雨 20℃~27℃
北风1~3级

明日 小雨 18.5℃~26℃
北风1~3级

建长效机制治黑臭水体 科学治理标本兼治

年内，成都市民有望凭旅游年卡游安岳石刻今天

八旬婆婆坐公交遇大雨，陌生姑娘主动送伞，顾婆婆苦寻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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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市内一家婚礼培训机构，导师正有
条不紊地培训着学员，17天后，一位位全
能婚礼主持人就将出炉。成都婚庆行业
协会会长蒙汀说：“一场婚礼兼职主
持人收入五六百，专业主持人收

费1500元左右。但人们对婚
庆主持人的要求越来越

高，行业竞争也
很激烈。”

17天炼成全能婚庆主持人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摄影记者 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