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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上午10点50分，倪家桥
路口的斑马线信号灯闪烁绿灯，一
辆白色轿车减速将车停在了斑马线
前，直到行人通过后才起步离开。市
文明办的劝导员给司机车尾贴上了

“礼让人，我点赞”的车贴。
随着文明礼让宣传的深入，越

来越多的驾驶员都做到了在斑马线
前停下来让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
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不遵守交通
法规，闯红灯、横穿马路等不按规定
过马路。“对于礼让的机动车我们要
点赞，对于违规的行人我们也会处
罚。”昨日上午，成都交警一分局在
对机动车不礼让行人整治的同时，
也对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加强了
管理和处罚。

据统计，昨日全市共查处行人、
非机动车闯红灯、路口过街不走人
行横道等违法58件。

现场整治：
行人闯红灯罚款20元

昨日上午10点38分，在倪家桥
路口，斑马线的信号灯已经变为红
灯，大部分行人已经通过了。正当直
行车辆准备启动时，一名穿粉色衬
衣的中年男子进入道路中，横穿过
马路。交警一分局民警发现后立即
将其拦下，“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是红
灯。”市民段先生说。

随后，民警对他进行了教育，并
对其作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确实
恍惚了，下次不会了。”段先生说。

交警呼吁：
共同行动起来 相互遵守法规

“礼让斑马线，让出的不仅是安
全，更是一种关爱和温暖，需要大家相
互理解和支持。”交警一分局民警邵军

波说，今天的您也许是驾驶人，明天的
您也许是行路人，大家换位思考一下
共同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为此，交警部门呼吁行人、非机
动车在走路、骑车时做到：在过街
时，请从斑马线、人行过街天桥或地
下通道通过；在通过有交通信号灯
控制的交叉路口或人行横道时，请
自觉遵守红绿灯的放行规定；在走
路、过街时，请注意观察，谨慎通过，
不要玩手机，不要有其他妨碍安全
通行的行为，确保自身的出行安全。

而希望驾驶员在行车时做到：
行经斑马线时减速行驶，主动避让
行人；遇到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时
停车让行；如果路上没有红绿灯，也
没有斑马线，遇有行人横过马路时，
主动避让。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小腿皮肤
瘙痒、腿部酸痛、抽筋、肿胀、疲劳、
有沉重感等症状，可能是静脉曲张
前期的典型表现，通常发生在中老
年、久站、久坐、肥胖、孕妇等人群。
经常是腿部早上轻、下午重，特别是
站着的时候，这些症状在休息一晚
上或抬高腿后会有一定好转，但并
不会根除。随着时间的累积，血管内
病症积压慢慢地从肿胀、瘙痒发展
成血管迂曲的“蚯蚓腿”，甚至引发
出血、溃烂等，长期不治或治疗不当
很可能发展成“老烂腿”、肺栓塞，造
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现在，随着医学发展，静脉曲张
检查和手术非常方便高效。之前由
于静脉曲张病情发展缓慢，容易被

忽视，或者是不少静脉曲张患者在
听说传统“抽筋扒皮”手术过后望而
却步，造成静脉曲张并发症频发。如
今静脉曲张手术进入微创时代，术
后创伤更小，后期皮肤更美观，且不
用担心饿肚子，当天可下床走路活
动，大大缩短了住院时间，痛苦很
轻，老人及心脏病、高血压等患者都
能做。

时值夏季，正是治疗静脉曲
张的黄金时期。为方便患者“早检
查、早诊断、早治疗”，保护和关爱
自己的健康，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联合成都知名血管病医院，特开
展“静脉曲张防范季”活动，血管
检 查 只 需 5 折 ，预 约 申 请 电 话
028-69982575。

擦干血迹才发现：
整块后视镜不见了

如今在贵阳出差的廖先生，摸起
左边眉角的缝针伤痕，依然心有余
悸，“再偏一点就打到眼睛了，万幸没
有打到。”

6月30日晚9点20分左右，廖先生
开车行驶到东山大道一段玫瑰园附
近时，迎面驶来一辆运渣车，廖先生
将车速减慢。

“突然传来一声很大的声响。”过
了三四秒，廖先生感觉左边脸上有液
体在流。“当时我开着车窗，晚上天气
也不热，不可能是流汗，我意识到我
可能是流血了。”随后，廖先生赶紧将
车子靠边停下，在车上拿了纸巾擦干
血迹，捂住伤口。

“我留意到手刹那里有很大一
块东西，拿起来一看竟然是一个完
整的后视镜，这时我才发现整块后
视镜不见了。”廖先生回忆道，“我下
车查看，发现车子左前方有一条很
大的划痕。”

这时，廖先生才意识到自己的车
是被运渣车碾压的石子打到，而此时
运渣车早已开远。

“那段路石头到处都是，
把我车门漆都打掉了”

第二天，坐在车上的目击者黄小
姐发微博，回忆男友廖先生遭遇这一
惊险一幕。“今天（7月1日）下午回兴
隆处理事情，发现兴隆镇东山大道一
段靠近玫瑰园附近路上掉落的大石
头很多，无人清理，来往的小车运渣
车较多，今日是我的家人受伤，明日
不晓得是其他人哪个受伤！”

2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唐小姐说
的事发地，来往大型运渣车辆非常多。

在她的微博下，同路段上的网友
“小叶96103”透露自己也遭遇过：“对
的，我今天下午开车，那段路上石头
到处都是，把我车门漆都打掉了，如
果弹进车内……”

“确实有运渣车辆来往
但飞石伤人是第一次听说”

至今，廖先生、黄小姐都没找到
那辆运渣车。当天中午洗了车，“车上
的行车记录仪线松了，发现没有充
电，没办法记录到当时的情况。”

7月3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交

警了解到，接到报警，目前正在调查
中。同一天，黄小姐向交警部门了解
监控情况，“交警电话说那段没有监
控，只能自己承担（费用）。”

该路段属于成都市天府新区兴
隆街道瓦窑村范围，社区书记唐先生
表示，“那段路确实有运渣车辆，但每
天都有环保作业车辆打扫，路政部门
和城管部门也在留意道路情况。但是
像是这样飞石伤人事件还是第一次
听说。”唐先生确认，该路段没有天网
监控。

1日深夜，成都市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官微“成都服务”回复了该网友。
7月2日上午，天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官微“天府服务”也在该微博下评论
回复：“已经将您的情况记录下来进
行处理，处理结果我们将及时通知
您。希望您早日康复。”

赔偿问题，黄小姐咨询了保险公
司，“保险公司说，这属于找不到第三
方肇事者，报销只能认七成，还必须
到交警部门开证明才能报销七成。”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提醒：

夏季静脉曲张防范季
血管体检仅需5折

行人、非机动车斑马线闯红灯罚款20元
交警呼吁：斑马线上互相关照

第八批曝光名单

社会车辆
川M05D58、川A55BX7、川A2R2W0
川A5W5X2、川APX736、川A88P58、
川A95VA5、川AE11A9、川A2ZV83、
川AGW063、川AY78Z5、川AE743J、
川A87R9T、川A8U8P2、川AM55X9、
川ZH4660、川AE400E、川A22T3H、
川A155SR、川A307C7、川AKR920、
川A097X1、川AC3B12、川A59D2V、
川A50L0A、川ATM370、川AH571Z、
川A8X2J3、川A1329H、川AS842Y、
川A191RE、川AM0S61、川A2YN53、
川A3GW48、川A21L2Y、川A5SD98、
川XAN299、川A70S9R、川A2BA63、
川AD15Y3、川A307GM、川A3VE22、
川A5M9P9、川AS945A
出租车
川ATT042

曝光栏

砸掉汽车后视镜 车主缝了5针

离奇飞石谁来赔？

寻找肇事者
相向开来的一辆运渣

车，溅起一颗石子；
擦过引擎盖后，打到左

边后视镜；
后视镜碎片反弹，划伤

廖先生脸部。

想起就后怕
“行车记录仪线松了，没办

法记录到当时的情况”
“该路段没有天网监控”
“保险公司说，这属于找不

到第三方肇事者，报销只能认
七成”

一颗石子，经运渣车碾压、飞溅后，成为成都人廖先生左眼睑上缝5
针的“元凶”。

6月30日晚上9点过，廖先生开车载着3名亲友，从华阳开往兴隆镇，
经过东山大道一段附近时，相向开来的一辆运渣车溅起一颗石子。擦过廖
先生的汽车引擎盖后，打到左边后视镜上，廖先生没有关车窗，后视镜碎
片反弹，直接划伤廖先生的脸部。

脸部左边眉角位置，约1公分的伤口不断流血——距离左眼太近，廖
先生很是后怕。当晚，前往附近医院缝了5针，第二天，又到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打破伤风针。至今，廖先生也没有找到那辆运渣车，光是医药费就花
了530元，汽车维修费也即将到来……

如果找不到运渣车车主，
像这样的飞石伤人，应该由谁
来承担赔偿问题？

对此，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秀表示，此事运渣车负
主要责任，应该向肇事车辆索
赔。如果通过行车记录仪、天网
监控等方式也没办法锁定肇事
车辆，则只能由受害人承担。至
于保险的索赔问题，要看当初
和保险公司的约定条款。

而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
务所律师陈小虎认为，“责任应
当由实际侵权人（运渣车）承
担，同样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也
有监管的责任，道路管理部门
也有义务及时的清理路上的落
石。”如果找不到运渣车，可以
找找道路管理部门承担管理上
的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董晋升

律师说法

如果找不到
运渣车车主……

3日，倪家
桥路口，一辆出
租汽车获得“点
赞”车标

廖先生称，运渣车溅起石子，
打到后视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听话的仿真恐龙
一只售价超百万

3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自贡市
板仓工业园区的一家仿真恐龙生产企
业。走进厂房，随处可见待完工的仿真
恐龙，这里不仅有峨眉龙、霸王龙、迅
猛龙等仿真恐龙，还有鳄鱼、蜥蜴等仿
真动物。在厂房的一角，总经理熊磊正
在与一名工作人员调试一只仿真恐
龙，据称，这只恐龙很“听话”。

“吼叫”、“头左右”、“左手”、“表
演”……熊磊对着话筒逐一发出指
令，前方的一具恐龙机械骨架则做出
相应的动作。熊磊称，这样一只智能
恐龙售价可达100多万元。不过，如此
高价的“假恐龙”一年仅有两三单，销
量最好的还是1万至一二十万元的普
通仿真恐龙。

此外，熊磊的团队还设计出了能
对话的恐龙。只要编入程序，就可让
恐龙与人对话，“你好、我叫什么名
字、来自哪里等等，都可以轻松实现，
中文、英文均可”。还有体感恐龙，即

利用现有体感技术，实现恐龙与人的
互动。

熊磊介绍，完成一只仿真恐龙需
要经过电脑设计、机械制作、电子调
试、表皮制作、编程等5大步骤。随着
新材料的发展，仿真恐龙的机械骨架
主要采用铝合金、不锈钢等钢材，表
皮多采用硅胶。为了凸显“仿真”效
果，生产者会在恐龙的关节部位加入
驱动装置，让恐龙动起来，比如眨眼
睛、腹部伸缩模拟呼吸、手爪关节屈
伸等。同时，生产者还会给恐龙添加
音响效果，模拟吼叫声。

熊磊说，以上只是现今仿真恐龙
生产的基本样板，更进一步的则是语
音识别、对话和体感恐龙。未来的发
展应该是“仿生恐龙”，即智能化更高
的恐龙，比如可远程控制、辨别男女
老少、潜水、飞行等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捧
国外比国内畅销

熊磊现年42岁，与弟弟熊浩于
1996年创办公司，专门从事仿真恐
龙、仿真动物、仿真机器人等高科技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客户为国内
外的科技馆、博物馆、主题公园、游乐

场、城市广场等。
熊氏兄弟系“机电专业”出身，

1993年，二人配合当地会展的需求，
制作了几条仿真恐龙。由此看到了仿
真恐龙的市场，遂从打工者朝创业者
转变。创建公司那年，熊磊年仅21岁。

创业初期，仿真恐龙的需求主要
集中在国内的科技馆、博物馆以及节
庆场景的市场，靠跑市场获得订单，
每年销售额只有五六十万元。直到
2005年，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电子商务
的兴起，市场发生了转变，逐步转向
国外的科技馆、博物馆以及主题公园
等市场。营销方式也从原始的跑，转
变为了互联网销售。

熊磊透露，截至2010年，公司仿真
恐龙（包括仿真动物）的年销售额增长
至约3000万元；2015年、2016年，年销
售额已达六七千万元，并远销美国、加
拿大、英国等40多个国家及地区，且国
外销售额超过了国内。从仿真恐龙的
规格来看，小到长、高几十厘米，大到
长七八十米、高20米，目前均可生产。

高科技低成本
全球80%仿真恐龙自贡造

自贡市商务局国际经贸科的徐

俊表示，从市场调查数据来看，截至
目前，全球至少80%的仿真恐龙产品
为自贡造。即便有一些产品是自贡市
以外的公司生产，但其中相当一部分
还是利用了自贡的企业资源加工制
造而成。

徐俊称，彩灯和仿真恐龙都是自
贡独具特色的产品，因为二者的生产
制作流程有相似和相通之处，算得上
相近行业。据自贡工商部门统计，从
事彩灯及仿真恐龙生产的企业现有
500余家，但每年有彩灯和仿真恐龙
产品出口的仅20余家。据市商务局统
计数据，2015年，自贡的彩灯和仿真
恐龙出口额约为878万美元，仿真恐
龙出口额大于彩灯；2016年，彩灯和
仿真恐龙出口额约为1314万美元，彩
灯和仿真恐龙的比例相当。

熊磊表示，虽然国外也有仿真恐
龙生产企业，且科技含量更高，但是
其成本高，销售价格是“自贡恐龙”的
10倍，所以，外国客户更愿意选择价
廉物美、性价比高的“自贡恐龙”。去
年，熊磊团队与国内一著名科研单位
合作，生产制造了一只独立行走的恐
龙，最终以400万元出售给了国内一
个恐龙主题公园。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摄影报道

科学
治堵
怎么做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铁
路局获悉，中国铁路总公司综合检
测动车组在西成客专四川段朝天至
江油区间上线，并开始试验运行，这
标志着西成客专全线进入联调联试
阶段。据此前计划，这条北上出川铁
路将在今年国庆前开通。

昨起联调联试
全线实行封闭隔离管理

据成都铁路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新建线路联调联试是指铁路部
门采用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综
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在规
定测试速度下对全线各系统进行
综合测试，评价和验证铁路供变
电、通信信号、客运服务、自然灾害
及异物侵限监测等系统的功能工
况；对新建线路的路基、轨道、道
岔、桥梁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和整
体系统功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进
行检测试验。

上述负责人介绍，根据联调联
试安排，从7月3日起，综合检测动车
组将对西成客专四川段进行逐级提
速试验。铁路部门提醒沿线群众和
单位，进入联调联试的西成客专将

全线实行封闭隔离管理，任何未经
许可进入线路、侵入限界的行为均
是违法行为，铁路公安机关将依法
严肃查处。同时，试验期间列车高速
运行，沿线群众切勿围观、逗留，切
勿在线路附近放飞无人机、风筝等
空飘物体，严禁做出任何危害铁路
运输安全的行为。

成都至西安只需3小时
预计今年国庆前开通

记者获悉，西成客专四川段正
线长约163.7公里，新建桥梁84座、
隧道41座，全线桥隧占比高达82%。
四川段共设有车站6座，分别是新
建江油北站、青川站、剑门关站、朝
天站，同时利用既有的广元站和江
油站。

西成客专作为连接关中平原、
汉中盆地和成都平原的最快捷铁路
通道，对西南地区融入华北、华中高
铁路网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据了
解，西成客专开通后，成都至西安的
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10小时缩
短至3小时，成都至北京的旅行时间
也从现在最快的14小时压缩至8小
时左右。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自贡造仿真恐龙走红全球
“听话”的一只可卖100多万

“吼叫”、“头左右”、“左手”、“表
演”……熊磊站在电脑前，对着话筒
逐一发出指令，前方的一具恐龙机
械骨架则根据指令做出相应动作。

恐龙之乡自贡，目前受追捧的
不仅是真恐龙，还有假恐龙。成都商
报记者近日了解到，仿真恐龙目前
远销美国、加拿大、英国等40多个
国家及地区，去年出口额达四五千
万元人民币。普通仿真恐龙1万~20
万元；带语音的智能恐龙可卖100
多万元；一只能独立行走的仿真恐
龙甚至卖出400万元的天价。

西成客专四川段今起联调联试
全线预计国庆前开通

后视镜碎片反弹，划伤廖先生脸部

自贡一家仿真恐龙生产企业的厂房内，随处可见待完工的仿真恐龙

熊磊演示体感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