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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新增30只“鹰眼”

守卫成都
饮用水安全

一路奔流的饮用水源是否安全？
非法排污行为能不能被监控？从紫坪
铺水库下方的彩虹桥到都江堰、郫都
区交界处，15座跨成都自来水六厂、
七厂取水水源柏条河、徐堰河的大桥
上，新增的30只“鹰眼”24小时随时紧
盯着两条河流的动态，为成都饮用水
水源安全再上一道保险。

采取视频监控“鹰眼”来守护饮
用水安全的同时，都江堰市率先在
全市实施了饮用水水源网格巡查管
理制度，实现了巡查工作区域部门、
乡镇（街道）、社区、小组“四级巡查
网格”全覆盖。同时，还将设立市级
饮用水水源网格化监管工作考核激
励资金，对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水源保护工作给予激励。

监控360度无死角
看得清小鸟的眼睛

走进位于都江堰市环保局的饮
用水源视频监控中心，记者看到30
个监控点位同时运行，从紫坪铺水
库以下彩虹桥到柏条河、徐堰河及
走马河的各条河流的水源保护情况
尽收眼底。

“我们在每座桥桥头新增了两套
高清摄像头，可360度无死角观察水
源周围情况。”都江堰市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切换着各个监控画面。记者看
到，画面中大桥上的来往行人车辆清
晰可见，碧绿的走马河水仿佛近在眼
前，就连河边树上飞来一只小鸟也看
得一清二楚，但这不是画面的极限，
随着工作人员将画面慢慢拉近，焦点
对准小鸟，鸟儿的眼睛清清楚楚的出
现在画面中，“只要桥头有任何风吹
草动，我们就会立即电联距该处最近
的网格员前去处理。”

“今年监控视频将升级为数字
化综合管理平台，到时通过系统整
合不仅可以监测水源保护情况，还
可以应急联动处理，现场指挥第一
时间保护好水源。”都江堰市环保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监测到异动
第一时间应急处理

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各条河
流从入境段到出境段是监测重中之
重。今年年初，都江堰市饮用水水源
保护系统还增加了地理信息系统、
巡查系统、在线监测系统、污染源管
理系统，不仅可以用图表形式进行
分析，监测到异动后，还可联动相关
部门和乡镇第一时间应急处理。

针对水源地紫坪铺水库，在库
区环保基础配套上，增设了库区水
质监测船两艘，并建成水质自动监
测站一座；同时在库区设立了6个水
质监测点位。

针对其他水源，都江堰市先后
划定全市5个县级、20个建制乡镇的
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依规建设
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防护工程；投
资1402万元建设了成都市自来水七
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磨儿潭应急
水源安全防护工程。

在徐堰河大桥上看到，桥两侧
区域都增建了防撞栏、事故导流槽
和应急池等设施。“即使有车辆在桥
上发生事故，油、危化品等也不会流
入水里，而是通过导流槽直接流到
旁边的应急池。”工作人员介绍。这
是跨柏条河、徐堰河的15座大桥的
标准设施，同时在桥头和人群活动
集中的区域，还建了总长10多公里
的隔离网。

首开激励办法
实施网格巡查管理

持续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长效
工作机制，都江堰市还构建了“政府
主导、部门监管、全市参与”的水源
保护工作格局。

都江堰市率先在成都实施了饮
用水水源网格巡查管理制度，实现了
巡查工作区域部门、乡镇（街道）、社
区、小组“四级巡查网格”全覆盖。社
区级网格管理人员是发现、处置、报
告的第一责任人。发生饮用水源污染
事故，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必须
迅速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先期处置。

“都江堰市政府委托环保局（饮
水办）组织水务局、财政局等部门，
每年对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水
源保护责任落实情况进行日常督察
和年终考核。”据介绍，都江堰还将
设立市级饮用水水源网格化监管工
作考核激励资金，对乡镇政府（街道
办事处）水源保护工作给予激励。

鉴于都江堰市河道管理权限的
特殊性，都江堰市政府还与四川省
都江堰管理局建立了联席会议机
制，与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东风渠
管理处、汶川县、郫都区和温江区建
立了共同巡查、信息共享机制，形成
了共管共护共享的协调联动机制。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成都市的长期照护保险已经可
以申请啦！

这项影响着数百万成都人的新
社保政策试点，从本月1日起已经正
式启动实施！也就是说，从本月起，成
都将有大批长期重度失能人员能够
享受到这项新的社保险种所带来的
福利。

记者昨日从成都市人社局获悉，
长期照护保险的申请现已正式开通，
参保者现在就已可以进行申请。

所谓长期照护保险，是专门保障
长期重度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的
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其建立，主要是
帮助长期重度失能人员及其家庭解
决经济、精神双重负担。

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试
点期间，将先覆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员，根据试点进展情况再
逐步扩大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所以，有长期重度失能情
况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
者，可以提出申请。

昨日，市人社局正式公布了现场
申请点位以及在线申请步骤。

根据市人社局昨日公布的申请点位，记
者看到，成都全市范围内的20个区（市）县，
加上高新区和成都天府新区，各有一个现场
申请的经办机构，共22个。申请者可以向现
住地所在区（市）县受委托的商业保险经办
机构服务网点受理窗口书面提出申请。

更为便捷的方式，是在线申请。据市人
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参保者可以下载安装

“蓉城照护-AP”在线提出申请。
据他介绍，“蓉城照护-AP”提供了在线

申请失能评定、申请进度查询、复评申请、机
构预约、查看护理计划、服务单查询、服务评
价反馈、通知公告、投诉建议、个人中心管理
等功能。通过该手机 APP，即可完成从失能
申请、办理进度查询，到照护服务、评价反馈
的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记者了解到，长期照护保险的申请方式
有两种。第一是现场申请，向现住地所在区
（市）县受委托的商业保险经办机构服务网
点受理窗口书面提出申请；第二是在线申
请，即下载安装“蓉城照护-AP”提出申请。

申请时，需要先递交申请者的有关材料
进行失能评估。

具体包括申请人或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申请人社保卡原件和复印
件；有效的病情诊断证明、按照医疗机构病
历管理规定复印或复制的医学检查检验报
告、入出院记录等完整病历材料的原件和复
印件；评定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这个“其他材料”，是指一些特殊情况下需要
具体出具的材料。比如某位申请人没有医学诊断
的报告证明等，可能就需要视情况出具其他材料。

参保者申请后，由成都市长期照护保险
失能评定委员会委托的专业机构按照《成都
市成人失能综合评估技术规范》认定和评定

失能等级，达到重度失能标准的人员，就可
享受长期照护保险待遇。

据了解，评定过程中，评估人员要先筛
查、比对资料，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评估
人员将上门评估。申请者的失能评定结论，
会在申请者所在小区和网络上都进行公示。

若无人有异议，那最快次月，就能获得
待遇了。

而根据申请者通过失能评定后被认定
的失能等级，能够享受三档不同的待遇。

照护一级人员，机构照护和居家照护每
月定额标准分别为1676元和1796元；

照护二级人员，机构照护和居家照护每
月定额标准分别为1341元和1437元；

照护三级人员，机构照护和居家照护每
月定额标准分别为1006元和1077元。

参保人员可依照规定选择服务机构并
选择相对应的服务项目，也可以指定选择亲
朋好友来照护自己。

苗子是南瓜，结出来的果实却是
黄瓜。这是成都市农林科学院蔬菜专
家的“瓜类作物轻简高效双断根嫁接
技术”带来的效果。这项技术通过增
产减药，累计为农民增收节支超过20
亿元。近日，该技术获得了四川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市农林科学院蔬菜专家唐有万
介绍，瓜类作物长期受枯萎病的影
响，“这种病是土传病害，一般农民
都晓得，不能在一块地上多年连续
种植瓜类作物，否则农作物会患上
枯萎病，这种病可怕的是，一旦发
病，基本就会让作物绝收，而且没有
特效药物。”

为此，蔬菜专家们研究、推广了
嫁接技术。“就是选择特别能抗病的
一些南瓜品种做砧木（嫁接繁殖时承
受接穗的植株），然后把黄瓜苗嫁接
到砧木上，这样就能解决枯萎病的问
题。”唐有万介绍说，这种嫁接技术在
2008 年引入四川并被推广，效果不
错，但也遇到了水土不服。四川盆地
冬春季节气温低、日照少，嫁接苗成
活率不高。

唐有万参与的项目组，从南瓜
砧木下胚轴断根后无需固态基质
即可长出大量须根现象为突破口，
集成创新出了无基质、高密度集中
促根为主要创新点的瓜类作物轻
简高效双断根技术和嫁接设备。

“我们的技术实现了多个创新点，
经评定，研究成果居国际同类研究
先进水平，其中早春双断根嫁接苗
技 术 促 根 技 术 达 到 国 际 领 先 水
平。”唐有万介绍称，在应用上，这
个项目带动了四川瓜类嫁接技术
的应用，累计在西南地区推广 150
万亩以上，减少了农药施用量，增
收节支 20.3 亿元。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市农林科
学院的青年专家刘磊以第一完成人
的身份，在国际知名刊物《环境进展
与可持续能源》上发表了论文《外源
脱落酸ABA对两种生态型超富集植
物鬼针草镉积累的影响》，论文关注
用生物的方法来清除土壤中的镉污
染，具有极强现实意义。

刘磊向记者介绍，之前的技术，
都是用药剂抑制土壤中镉的活性，
使其不被作物吸收，他的研究方向
是，选用对镉吸附能力特别强的鬼
针草来吸收镉、净化土壤。研究中，
他对鬼针草施用脱落酸，促使鬼针
草产生反应，更多地从土壤中吸收
镉。“鬼针草枯了以后，把它从种植
用的农田中除去，就实现了土壤镉
污染的净化。”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据了解据了解，，评定过评定过
程中程中，，评估人员要先筛评估人员要先筛
查查、、比对资料比对资料，，对于符合对于符合
条件的申请者条件的申请者，，评估人评估人
员将上门评估员将上门评估。。申请者申请者
的失能评定结论的失能评定结论，，会在会在
申请者所在小区和网络申请者所在小区和网络
上都进行公示上都进行公示。。若无人若无人
有异议有异议，，那最快次月那最快次月，，就就
能获得待遇了能获得待遇了。。

●●据了解据了解，，长期照长期照
护保险的申请方式有两护保险的申请方式有两
种种。。第一是现场申请第一是现场申请，，向向
现住地所在区现住地所在区（（市市））县受县受
委托的商业保险经办机委托的商业保险经办机
构服务网点受理窗口书构服务网点受理窗口书
面提出申请面提出申请；；第二是在第二是在
线申请线申请，，即下载安装即下载安装““蓉蓉
城照护城照护-AP-AP””提出申请提出申请。。

要带身份证、社保卡、病情诊断等
若无人有异议，最快次月就能获得待遇申请方式

5大片区22个现场申请点位
也可使用手机APP“蓉城照护-AP”网上申请两种申请途径

南瓜苗上嫁接黄瓜
种草来净化土壤

成都农业新技术
获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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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经办
机构

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成都市分
公司

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
市分公司

中国大地
保险四川
分公司

泰康人寿
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
四川分公
司

太平洋人
寿保险四
川分公司

区（市）县

武侯区

高新区

双流区

新津县

邛崃市

蒲江县

金牛区

郫都区

都江堰市

彭州市

青羊区

温江区

崇州市

大邑县

成华区

新都区

青白江区

金堂县

锦江区

天府新区

龙泉驿区

简阳市

地 址

武侯区红牌楼广场二号楼7楼
703室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金
融中心5号楼2楼

双流县东升街道棠湖西路2段23号

新津县五津镇太中东路114号1楼

邛崃市长松路641号1楼

蒲江县鹤山镇河西路1号1楼

金牛区琴台路95号星辉楼3楼

郫都区望丛中路1077号1楼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207号（一楼）

彭州市金彭西路410号1楼

成都市一环路北一段99号环球
广场1栋5层508号

温江区南熏大道二段546号、548号

崇州市崇阳街道蜀州北路288号

大邑县晋原镇孟湾东道122号
至126号

成华区建设北路二段9号万科
华茂广场18F1-6号

新都区马超东路266号1栋
1606、1607房间

青白江区大弯同华大道99号1
栋1单元11层

金堂县赵镇滨江路一段29号附
101号4栋2楼

锦江区天府广场小河街12号天
纬商务楼4楼

天府新区天府三街199号太平
洋保险金融大厦C区5楼

龙泉驿区驿都大道中路337号
恩德恒鼎世纪3号楼19楼1901号

简阳市简阳城镇西街62号4楼

受理电话

64078807

85988435

15198155581

82521969

88791512

88523713

86145891
86134794

87911012

87130183

83878570

18030791203

82716489

82213030

88296488

62302731

83012128

83303953

84998444

86128200

80748918

88410530

27219091

“龅牙啃西瓜——条条是道”、
“瞎子卖布——瞎扯”、“刀子耍到
铁匠铺——不是地方”……在典婆
婆的笔下，这些歇后语活过来了，
古色古香而又意蕴十足。铁匠铺里
磨刀霍霍、街头巷尾青砖黑瓦、路
边摊旁打起“拥堂”（人多），这些源
于老成都的记忆，典婆婆用毛笔描
摹得淋漓尽致。歇后语正是这些场
景之中的流行语言，能说上几句，
在当时算是“知识渊博、能说会道”
的象征。

这些妙趣横生的水墨画让典
婆婆火了一把，不少粉丝都要买她
的画，然而，这些画都是非卖品。
她要做的，就是要用这些印象中的
场景，将歇后语的趣味表达出来，
在当今的网络语言中杀出一条“血
路”。

水墨画“翻译”歇后语
成都“婆婆”走红网络

““半路上捡个喇叭半路上捡个喇叭———有吹的了—有吹的了。”。”这句歇后语的配图这句歇后语的配图，，是一头肥是一头肥
头大耳的粉红小猪头大耳的粉红小猪，，拿着喇叭吹奏乐曲……在拿着喇叭吹奏乐曲……在““典婆婆典婆婆””笔下笔下，，歇后语歇后语
仿佛有声有色仿佛有声有色。。然而然而，，天马行空的想法天马行空的想法，，和成都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和成都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这些小猪形象代替人物这些小猪形象代替人物，，就和她小时候养猪的经历有关就和她小时候养猪的经历有关。。

典婆婆典婆婆““画画””歇后语歇后语，，已经画了一百多幅已经画了一百多幅，，明快明快、、鲜活的画风为她圈鲜活的画风为她圈
粉无数粉无数，，要说到创作的灵感要说到创作的灵感，，其外婆能够拿到一半军功章其外婆能够拿到一半军功章。“。“她们老人她们老人
摆龙门阵就喜欢用歇后语摆龙门阵就喜欢用歇后语。”。”典婆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典婆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如今网络语如今网络语
言大行其道言大行其道，，这些歇后语也渐渐被人遗忘这些歇后语也渐渐被人遗忘，，用水墨画来表现这些歇后用水墨画来表现这些歇后
语语，，正是希望能让更多人正是希望能让更多人““说起来说起来”。”。

从小就在成都长大，闹市街巷总
是会不自觉地出现在创作主题之中，
除了歇后语，陈典还会画不少民俗
画，其中就有小时候的路边摊，米糕
摊贩、麻辣大头菜、绞绞糖；也有当时
在街头巷尾游戏的场景如“瞎子摸痰
盂”“藏猫猫”。

陈典是一个左撇子，拿着毛笔，蘸
上颜料，在宣纸上寥寥几笔，勾勒出人
物形象，一抹淡淡水彩，让市井百态跃
然纸上。画中慈祥的太婆、顽皮的孩
童、精明的小贩，都被夸张地表现出
来，他们的任务就是“口述”歇后语。

在成都市区的生活经历成了取
之不竭的素材库，郊区乡下的生活则
让水墨画有了些乡土气息。在她的画
中，小猪和小号联系到一起，这些猪
的形象就来自自己小时候在老家养
猪的经历。据她介绍，她的外公办过
养殖场，放了暑假她就要回去帮忙，
饲养这数百头猪是她的任务，猪也成
了她比较喜欢的形象。

水墨画走红水墨画走红
让歇后语“活了”

创作灵感创作灵感
婆婆们聊天激发的灵感

虽然典婆婆一直把自己包装成
老太婆形象，其实她只是一个 30 岁
的成都妹子，真名叫陈典。和同龄
人喜欢逛太古里不同，她更喜欢去
送仙桥、逛旧货市场，这些略显老
态的生活方式，和以前与外婆一起
的生活经历分不开。老人们在一起，
总是喜欢“吹壳子（聊天）”，她成了
忠实听众。

东家长西家短，几个老太太挤
到一起，不时用歇后语调侃几句，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家肩膀都
七拱八翘地抖作一团”。陈典也会
默默拣几句，到小伙伴儿面前炫耀
一下。

“ 听 到 这 些 歇 后 语 就 比 较 亲
切，感觉又好笑，表达的意思又精
准。”陈典表示，正是这些聊天中迸
出的歇后语，激发了她的创作欲
望。“画画的时候，歇后语成了创作
的主题”。

“王婆婆，会烧茶，三个观音来喝
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
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的幺瓜儿
说闲话。”这些顺口溜她张口就来，
2015 年，陈典干脆自己做了一个公
众号，取名就叫“典婆婆摆闲画”，在
上面定期发布一些画的歇后语、节气
节日等小画。

潜心绘画潜心绘画
画中融入成都印象

出版图书出版图书
将歇后语保护起来

从小学开始，陈典就喜欢画画，从
水彩画到国画再到素描，绘画是陈典
多年来的爱好，不过，大学考入四川美
术学院后，她选择了室内设计专业，后
来到英国的伦敦艺术大学读室内设计
研究生。回国后在北京一家设计公司
找了工作，因机缘巧合替朋友为国家
大剧院画了一幅话剧《王府井》草图，
她开始重拾画笔。“还是觉得国画好”。
后来从公司设计总监的职务上辞职
后，潜心画画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最开始，她画了一幅《立秋》，“立
了秋、扇子丢”，画上人物清瘦、色彩
淡雅，上传到朋友圈后，收获了家里
亲戚、身边朋友一大堆好评。

“有中国风、又有故事感，这些画
获得好评成了画下去的动力。”陈典
表示，零零散散画了不少水墨画，直
到后来找到歇后语这个主题，创作灵
感源源不断，一画就是一百多幅。“预
计明年就会选一部分出书。”她表示，
自己不喜欢走画廊路线，炒高价格，
被大金主独自收藏。她更喜欢用印刷
的形式将这些画流传下去，让年轻人
能以这种轻松的方式去了解其中的
民俗文化。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