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节期
2018
年春节期
间，在成都举办的新
春民俗活动丰富多
彩 ，包括
包括：
：第 50
50届熊
届熊
猫 灯 会 ，成 都 大 庙
会 、第 10 届 金 沙 太
阳节、
阳节
、诗圣文化节
诗圣文化节、
、
成都博物馆四大特
展、成都永陵博物馆
特展等。
特展等
。

●第50届成都国际熊猫灯会
时间：2月10日-3月10日，每
日10：00-22：00，2月15日（大年三
十）不开灯
地点：锦江区七彩田野
●成都博物馆四大特展
时间：2017年11月21日-3月4
日，每日09：
00-20：00
地点：成都市博物馆
具体为“文明的回响：来自阿
富汗的古代珍宝”展、
“ 有朋远方
来—成都外事礼品展、
“羡君来结
万山缘—吴一峰艺术文献展”、
“锦行天下—中国织锦文化展”。

●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时间：2月13日-3月4日，每日
9：00-22：00。2月13日19：45在西
区大门举行开庙仪式。
●第九届诗圣文化节
时间：2月11日-3月4日，每日
9：
00-17：
00
地点：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2018
“成都金沙太阳节”
时间：2月13日-3月4日，每日
9：
00-22：
30。
地点：
金沙遗址博物馆
●成都永陵博物馆特展
时间：1月22日-3月2日，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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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节拍”玩转春节

成都商报启动
“节拍天下”
活动

30-18：
00
●宽窄巷子2018新春游园会
时间：
2018年2月15日—3月2日
地点：
宽窄巷子
●成都欢乐谷新春庙会
时间：
2月15日起
地点：
成都欢乐谷
●2018年成都画院·成都市美术
馆年度美术作品展
时间：
2018年1月20日—3月4日
地点：
成都画院（成都市美术馆）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春节“不打烊”，资讯天天见。2月13日起，成都商报启
动春节“节拍天下”活动，商报记者团奔赴国内外30多个
城市，全天候持续呈现来自各地的直播及视频，人文风
情、景区动态、实时交通、美食美景、即时资讯，
应有尽有。
大年三十夜，跟随记者镜头，看一看各地风俗迥异的
年夜饭是如何制作的。
大年初一，走一走重庆瓷器口的街道、逛一逛四川农
村摆春酒的习俗，瞧一瞧成都金沙遗址和欢乐谷的过年
庆典。
大年初二，手把手教你制作山东传统煎饼，走上剑门
关探寻千年古柏走廊，
画一幅喜气洋洋的南充年华。
大年初三，
体验一番！
三星堆祭祀现场是否万人空巷？
宜宾网红烧烤是否名副其实？
大年初四，走近自贡恐龙博物馆，体验远古生物带来
的惊险。
大年初五，一起瞻仰！通高71米，中国最大的一尊摩
崖石刻雕像——世界遗产乐山大佛。
大年初六，另辟蹊径，跟着记者走近成都宽窄巷子韬
奋书店，
看看那些“读书过年”
的人们。
天南海北，看不尽的山河风光；各地美食，尝不尽的
玉盘珍馐；重磅新闻，不间断的播出报道。从广元、重庆、
海南、汕头、昆明，到南京、包
头、秦皇岛和哈尔滨，记者将
用手中小小的镜头，
让你饱览
一个个大世界。2018年春节，
让我们将期间的一瞬感动、一
瞬热血、一瞬欢乐，
为你保存，
为你呈现！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成都公安户政：
大年初三至初六均可办证
2018年2月18日（大年初三）到2018年2月21日（大
年初六）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市局和各区（市）县办
证中心均会开放办理工作日受理的全部户政业务。

近日空气质量下降
20日前后有所缓解

环保部门提醒做好防护 专家解读污染原因
2018 成都武侯祠大庙会开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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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基 层
随着春节到来，
随着春节到来，
买菜问题成为成都
人在假期期间的最
大烦恼。
大烦恼
。近日
近日，
，记者
从成都农产品中心
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
、伊藤洋华
堂等获悉，
堂等获悉
，成都正在
整合全市农产品批
发市场、
发市场
、商场
商场、
、企业
等资源，
等资源
，切实做好春
节期间菜篮子、
节期间菜篮子
、果盘
子 、米袋子
米袋子、
、油瓶子
的保供稳价工作。
的保供稳价工作
。

行
随着春节临近，
随着春节临近
，
人们纷纷开始规划
返乡过节和出游计
划，成都各大高速公
路出行已呈现缓慢
上升的态势。
上升的态势
。在此
在此，
，
四川交警高速公路
一支队针对几条重
点高速公路发布了
绕行建议。
绕行建议
。

王效 摄

有纸有笔，

买菜无忧 海鲜管够
白家批发市场
供货比平日多两成
早上8点半，
家住高新区的刘阿
姨开车来到白家批发市场，
打算在这
里采购新鲜海鲜，晚上在家为家
人做年夜饭。
“这段时间我们价格不变，阿
姨您想吃什么随时都能来买。”听
店主这么一说，刘阿姨顿时轻松起
来，每天都能在市区买到最新鲜的
食材，过年再也不用提前囤货了。
来这里购买海鲜的不止王阿
姨。上述店主告诉记者，成都不少
餐厅在今年春节都照常营业，因此
对海鲜的需求比往年增加了不少。
“不过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客人
需要多少，我们就能提供多少。”
“春节市场日均供应量将超过
7000吨，这个数字比平日增加近两
成，海鲜供应量更是翻一番。”成都
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
表示，其中蔬菜日均交易量达4000
吨、白条肉日均达3000头，水产海
鲜日均交易量达800吨以上，因此
市场承担了春节期间中心城区

80%的大宗农产品供应。
而在价格方面，上述负责人则
透露市场每日有专人到各交易区
采集当日产品价格，实时监测价格
变化。
“通过现有门户网站、LED大
型显示屏、短信等形式，向商家及
时提供价格等信息信息，避免春节
期间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严打
扰乱市场价格行为。
”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将精选
包括水果、蔬菜、海鲜、冻品、肉类、
干货山珍等产品，专门打造各类型
的集市行乐礼盒。据悉，市场还先
后开展了生蚝品鉴活动和高端菌
类食材品鉴活动。

伊藤洋华堂
早市买菜有优惠
除了农贸市场，超市也正在成
为成都人买菜的新方式——据伊
藤洋华堂管理部负责人透露，
“在
超市区域，我们不仅为市民准备了
各种品类的蔬果，还在早市设置了
部分生鲜商品的优惠活动。
”
实际上，
伊藤洋华堂的生鲜商品
销售量在2月以来已经有所增长。
“可

能由于农贸市场过年放假，
市民也愿
意来超市购买家里需要的菜品。
”
根据调查，成都人在春节更愿
意购买车厘子、澳洲牛肉薄片和蒜
苔、韭黄等当季蔬菜。为此，成都伊
藤洋华堂特别在1个月前制定进货
计划，保证市民在春节都能买到所
需要的东西。

市商务委
春节要让市民放心消费
昨日，据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
队发布调查报告和检测数据，报告
显示，1月份，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影
响，
CPI环比上涨0.2%，
涨幅比上月
提高0.3个百分点，
同比上涨0.7%，
创
下2014年5月以来的涨幅新低。
市商务委近日对应急商品供
应重点企业红旗连锁、
舞东风、
成都
盐业分公司、
得益绿色食品等4家企
业进行了专项检查。
市商务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春节期间，
成都将结合商
业零售、
餐饮行业、
菜市场等与消费
者密切相关的经营场所，
指导督促企
业让市民放心消费、
舒心消费。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叶燕

交警推荐两条路 教你轻松走成南
成南高速从2月12日起进入了
车流量增加、
通行缓慢的状态。
为避
开通行缓慢路段，
高速公路一支队发
布了成南高速的建议绕行路线：
第一条是三环路龙潭立交出
发-成金青快速通道-金堂-金乐路从淮口收费站再进入成南高速公路。
第二条是三环路十陵立交出
发-成洛大道-洛带-五凤镇-从淮
口收费站进入成南高速公路。
这两条线路都处于成南高速
的三个交通节点外，推荐大家前
往。如果是前往重庆、湖北一带的
市民，可以用成安渝高速进行交通
转换，沿成安渝高速行驶至与遂洪

高速互通的童家立交，再转换进入
遂渝高速和成南高速，从而避开成
都至淮口这一线的通行缓慢路段。
目前，高速公路一支队已经掌
握了辖区所有高速公路的交通节
点路段和绕行路线建议，同时还完
善了大雾等恶劣天气管制预案。近
两天将根据各大高速实时天气、出
城交通变化情况，随时调整管控措
施和绕行线路，全力以赴的保障每
个人都能顺利回家过节。
2月13日，中江至金堂的快速
通道已正式通车。目前，避开成巴
高速云顶山隧道通行缓慢路段最
好的一条绕行线路是：沿成巴高速

责编 吴钦 美编 黄敏

到达金堂收费站-川锅路-金堂大
道-中金快速（沿线过赵家-兴隆中江）再进入成巴高速行驶。特别
是前往中江一线的车流可以选择
这条新通车的快速通道。另外还有
两条绕行路线，是避开成南与成巴
高速互通节点路段的，第一条：沿
三环龙潭立交出发-成金青快速通
道-金堂-成巴高速金堂收费站进
入。
第二条：
三环龙潭立交出发-龙
港路-青南大道-金堂-成巴高速金
堂收费站进入。此前高速交警已现
场考察了这三条绕行线路，全程车
辆不多都较为畅通。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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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春联店
有点特别：

你来写
免费拿

“最受欢迎的春联
是关于发财和平安的，
比如，
‘ 喜居宝地千年
旺，
福照家门万事兴’
。
”
回家过年前，读大三的
廖均在玉林西路一家春
联店打寒假工。
这家店有点特别，
窗户上贴着一张红底
黑字的介绍，
“ 有纸有
笔，你来写，你来拿，真
免 费 ，15：00-21：00”，
店铺大概18平方米，墙
上挂着不少写好的春
联，一张木桌上摆着红
纸、毛笔等。
走进这家店，可以
看到三面墙上都挂着写
好的春联，总共大概有
70幅左右，其中大部分
是廖均写的，也有少量
顾客留下的。
“写春联所
需的纸笔墨水等都是老
板备好的，顾客可以自
己写，也可以把喜欢的
带走，
都是免费的。
2月1
号开店后，
来了不少人，
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
老
年人和师范、
文科专业的
写得好些，
要春联的以中
年人和年轻人为主。”
廖均告诉记者。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林聪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2 月 14 日，成都市环保部门发布消息称，未来几日成
都市因天气以多云为主，近地面逆温层存在的可能性较
大，加之这一时期风速较小、大气层结稳定，气象扩散条
件较差，受禁燃区外燃放烟花爆竹影响，预计春节前期空
气质量等级为以轻度至中度污染为主，部分时段可能达
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提请广大市民有针对性
地做好个人防护。
而有市民疑惑，随着春节的临近，许多人已经开始驾
车出游，中心城区相对平日车辆大量减少，而且周边的工
地、
企业停工、
停产了很多，
为什么空气质量还会呈现变差
的趋势？
记者就此走访相关部门得知，
未来几天主要受区域
性不利气象条件影响，
导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有所下降，
但
是随着20日前后弱冷空气的到来有望得到一定缓解。

分析 1 前期污染物积累
记者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了解到，虽然 2 月 10 日冷
空气对我市前期污染状况有改善作用，但由于受冷空气
携带浮尘影响，我市连续 3 天首要污染物均为 PM10，为
轻度污染。13 日起气象形势总体转为静稳，不利于污染物
扩散，污染物进入新的一轮累积过程，且上次冷空气过程
受外来沙尘传输影响，污染物并未彻底清除。13 日下午边
界层逐渐抬升至 800 米左右，从 14 时起空气质量略有好
转，但由于日照持续时间不长，地面热力作用不足，气流
上升效果不明显，空气质量未得到明显改善，夜间当边界
层再次压低，
污染物再次累积，
14 日凌晨叠加双层逆温影
响，
湿度增加，
污染物呈一个快速累积的态势，
PM2.5 以每
小时 10 微克/立方米的速度增加，
5 个小时内从轻度上升到
重度污染。

分析 2 气象扩散条件差
成都市环科院副院长谭钦文分析认为，在污染物排
放量大幅削减背景下，较差的气象扩散条件仍然是重污
染持续主因。
谭钦文表示，13 日起气象形势总体转为静稳，且受前
次冷空气过程外来沙尘传输影响，污染物并未彻底清除。
截至 14 日上午 11 时，
中心城区呈现连续 4 小时重度污染。
另外，由于二次污染物成因复杂，在不利气象条件影
响下，前期污染物存量无法削减，增量仍在继续，导致
PM2.5 持续累积、浓度居高不下。
春节前夕城市活动水平急剧下降，工业企业、工地相
继停工，交通车流量下降，污染物排放强度总体下降。监
测数据显示，以气态污染物为代表的一次污染物（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浓度在下降，其中与工业和机动
车排放相关的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均呈下降趋势。可见
春节前夕社会活动水平整体下降，对一次污染物减排效
果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污染物累积速度。但是，如
果不利的气象条件持续，即便没有污染物增量，光靠较长
时间的污染物存量及不断发生的一次污染物的二次转
化，
仍能形成连续的污染天气。
而实际上，这一情况并非成都独有，同样受区域不利
气象条件的影响，整个四川盆地空气质量下降的态势也
将持续一段时间。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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