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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题目
（第八期）

1、地球经线经度每隔多少度，地
方时相差1小时？

A.10度 B.15度
C.20度 D.30度
2、在面向领导干部普及科学技

术知识的同时，突出弘扬科学精神，
提倡科学态度，讲究科学方法，增强
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
觉性和 的能力。

A.科学决策 B.组织协调
C.科学管理 D.创新
3、豆浆又叫“植物奶”，被国际营

养协会评定为健康食品和世界六大营
养饮料之一。但是喝豆浆也有注意事
项，以下正确的食用方法是 。

A.喝没有煮沸的豆浆
B.豆浆中冲入鸡蛋
C.喝豆浆时搭配其他食物
D.用保温瓶长时间储存豆浆
4、鸡蛋在冰箱里的存放期限是 。
A.鲜蛋冷藏3个月，熟蛋冷藏7天
B.鲜蛋冷藏6个月，熟蛋冷藏1个月
C.鲜蛋冷藏1～2个月，熟蛋冷藏15天

D,鲜蛋冷藏1～2个月，熟蛋冷藏7天
5、对甲醇毒作用最敏感的部位

是 。
A.视神经 B.肝脏
C.肾脏 D.心脏
6、空气中的氧气是我们赖以生存

的气体，如果我们吸入很高浓度的氧
气，会 。

A.觉得空气非常新鲜
B.感觉轻飘飘的
C.脑中毒，记忆力丧失
D.感觉非常舒服，增强免疫力
7、家里洗手盆下面的下水管，都

有一段弯成U型的部分，这段U型管
的作用是 。

A.保持水压稳定
B.阻止下水道的臭气进入屋子
C.U型管比竖直的管子美观
D.缓冲冲下去的水，以免经常地

冲刷将管子冲坏
8、重金属元素更容易富积在鱼虾

的 部位。
A.尾巴 B.头部
C.身体 D.内脏
9、目前油脂行业最先进且安全的

制油工艺是 。

A.压榨 B.粉碎
C.浸出 D.吸附
10、下列哪种蔬菜富含类胡萝卜素？
A.苋菜 B.白菜 C.白萝卜 D.紫菜
11、按地震成因划分，目前世界上

发生的地震主要属于 类型。
A.构造地震 B.火山地震
C.塌陷地震 D.人工地震
12、下面哪一种坚果最有益心脑

血管健康？
A.花生 B.夏威夷果
C.核桃 D.碧根果
13、厨余垃圾包括食品制作过程

废弃的和剩余的食物，所以又被叫做
什么垃圾？

A.“烂垃圾”B.“湿垃圾”
C.“咸垃圾”D.“干垃圾”
14、人们很早就已经发现，鳄鱼在

吃掉捕获的食物前，往往会流出几滴
眼泪。于是，“鳄鱼的眼泪”被人们用于
形容伪善。鳄鱼流泪的原因是 。

A.眼泪均匀覆盖眼球，使眼睛保
持良好视力

B.鳄鱼的肾脏发育不完全，需要
靠眼睛附近的腺体排除盐分

C.鳄鱼的眼泪可以发出特殊的气

味，召唤同类前来捕食猎物
D.鳄鱼进化不完善，唾液腺分泌和

泪腺分泌的神经控制系统未完全分离
15、在高海拔的山区煮不熟饭是

什么原因？
A.气温低 B.湿度大
C.气压低 D.湿度小
16、创伤现场急救技术指的是 。
A.止血、包扎、固定、等待
B.止血、包扎、固定、搬运
C.止血、包扎、等待医护人员
D.止血、固定、等待医护人员
17、水果发电的原理和以下哪种

电池一样？
A.温差电池 B.燃料电池
C.太阳电池 D.干电池
18、陕西乾陵武则天的墓碑上有

个字。
A.0 B.10 C.100 D.1000
19、巨大的梁龙最有力的“武器”

是身体上哪个部位？
A.头 B.脚 C.尾巴 D.脖子
20、金刚石的组成元素与下列
物质相同。
A.二氧化硅 B.石墨
C.金刚 D.二氧化硫

答题学知识
快来用科学武装大脑吧！
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题目（第八期）

答题收获满满科学干货

鸡蛋在冰箱里的存放期限是多久？重金
属元素更容易富积在鱼虾的哪个部位……过
完农历新年，翻开新的一年，答题竞赛又开始
啦！今天又来到每周一次的欢乐答题相聚时
刻，一道道有趣又好玩的科学知识题，一边答
题，一边武装我们的头脑。自从本报刊登“成
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题目”后，受到了
众多读者的喜爱，激发了大家参与的热情，许
多答题爱好者已成为死忠的“刷脑粉”。又是
周四，快来参加报纸和新媒体时代的互动答
题吧，人人争做科学达人。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请拿出你的手机，扫描
下方“科普熊猫”二维码，关注后参与知识竞答，
你 将 有 机 会 走 进 电 视 台 演 播 大 厅 ，成 为
CDTV-2每周日20：00全民益智科普知识电视
大赛《你好科学》的答题闯关嘉宾，获得科学达人
的闪闪勋章哦！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2月21日大年初六，罗兰像平时
一样7点半起床，快速刷牙洗脸，简单
扎个马尾，十几分钟就出门了。她看
了看表，快步走到双流区顺城街公交
站，要赶8点那班804路到机场上班。

原来90后的她，是成都市交委执
法总队机场大队唯一的女执法队员，
在机动中队工作。“本来应该是除夕
和大年初一值班”，她很感激队友们
的照顾，春节跟自己换班，让她回老
家重庆奉节过年。“谢谢除夕夜帮我
值班的你们，凌晨的风很大，很冷！”

巡逻一圈一个多小时

经过40分钟13个站车程后，罗
兰到达机场大队办公区，换上制服，
就和其他5名机动中队执法队员登

上巡逻车，开始了一天的执法工作。
T1航站楼-T2航站楼-停车场-

出发层，巡逻一圈一个多小时，一天
大约5圈。罗兰和队友们全神贯注地
观察，对交通运输违规行为进行纠正
和查处。客运出租汽车、公交客运、汽
车客运站点及周边区域的交通运输，
都是机场大队的监察范围。

查拒载、查议价、调查、做笔录
……遇到狡猾的违规驾驶员，还要
斗智斗勇。“才来的时候，我哭过好
几回”，罗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中
队长王涛总是劝解她。她毕业于四
川大学，曾是“一村一大”志愿者，
2016年参加公招进入成都市交委。
一年多的执法经历，她已适应通宵
值班，虽然最晚值班到凌晨5点左
右，但“男朋友和家人都支持和理

解，队友们对我也很照顾”。

凌晨疏导压力最大

21日，成都商报记者陪着罗兰
临时支援T2航站楼出租车站点。她
站在乘客排队区，文静地维持秩序，
不时扶一下圆框眼镜，遇到有需要
的乘客则帮一把手。

春运期间，双流机场进出港旅
客猛增，特别是晚上10点以后，出租
车上车点旅客排起长龙。不光是罗
兰所在的机动中队，市交委机关和
其他运政执法大队也抽调人员，维
护T1、T2航站楼出租车站点秩序。

“我们不仅要规范出租车驾驶
员的行为，还要对旅客做好解释工
作，比如出租车返空费的问题”，机

场大队副大队长袁群昨日也在T2航
站楼出租车站点值班，疏导旅客。他
表示，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3点是最
高峰，大年初四凌晨1点，T2出租车
站点最高峰有350人排队。

“大年初六，双流国际机场的总
航班数为999班，进出港旅客数万
人”，袁群说，机场大队随时掌握旅
客流量，并提前联系GPS公司，合理
调度出租汽车，同时呼吁出租汽车
驾驶员将客流情况传递给同行，多
举措保障运力。

据了解，春节期间，市交委执法
总队共办理各类投诉380件，同比减
少56.27%；经过10个月的专项整治，
出租汽车违规投诉367件，同比减少
54.24%，是近三年来投诉最少的一
年。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摄影报道

这是薛瑞在工作岗位上过的
第一个春节。7天长假只分开休息
了两天的这个“95后”女孩说：感觉
还行！

薛瑞是成都东客站地铁站的一
名票务人员，家住成都龙泉。2月21
日大年初六，下午3：30，刚刚下班
的她脸上有些疲态，声音也有些疲
惫——从早上7点开始，她已连续工
作了8小时，中间除了午饭和一次换
休，都是在售票和做引导工作。

忙碌忙碌
每天进站人数10万
成都春运最繁忙地铁站

地铁成都东客站中心站的副站
长王清秀介绍，这两天是返程高峰，
每天进站人数达到10万左右，而去
年，这个数字是7万。21日，为了保障
春节放假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特
别针对东客站夜间到达乘客多的情

况，成都地铁将夜间平峰服务时间
延长至晚上9点，全线网末班车收车
时间分别延长了半小时到1小时。

对于薛瑞和王清秀们来说，这
意味着，下班的时间会更晚。

数月之内，成都地铁7号线、西
成客专和渝贵铁路也开通运营，让
成都东客站地铁站成为春运期间
最繁忙的地铁站。王清秀说，去年
春节长假期间，成都东客站每天开
行的列车是114对，而今年是168

对，差不多增加了1/3。“平常我们
站客流量在成都排前三，春运肯定
是第一。”王清秀说，为了有序发送
乘客，站上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可能
有完整的假期，“每个人能休上两
天，忙的时候还要加班加点，比如
今天是长假最后一天，关站时间是
00：44，忙完工作回家就是凌晨一
两点了。”

这个忙也直接体现在了薛瑞的
工作中。售票亭的工作人员，上厕所

是需要打报告的，“我们得告知控制
室值班领导，然后领导会说‘抓紧时
间，快去快回’。”

温暖温暖
家人把“团聚”送到了
她的工作岗位上

因为家住得比较近，所以当外
地同事提出换两个班时，她爽快地
同意了。去年7月毕业的薛瑞，对于
被工作拆分得七零八碎的春节，没
有太多情绪，“忙完了再聚也行。”

今年的家庭团年，自然也没赶
上，不过，家人把团聚送到了她的工
作岗位上。腊月二十八，是薛瑞家和
姨妈家吃团年饭的日子，可当晚她正
好上住岗班，要在站上休息，待次日
忙完早班车的售票工作才能下班回
家。“大概8点多，我正忙，售票亭外出
现了一张熟脸，是我姨妈。她和其他
乘客一样排队过来，跟我说充50块钱
的地铁卡。姨妈旁边是爸爸妈妈，我
妈跟我说饭菜都给我留着，明天早上
回去吃点儿再休息。而姨妈只说了句
过来看看我，之后他们就离开了。”

家人之间的话，往往不多，却最
朴素深情。“他们专门在团年的时
候，从龙泉驿坐地铁过来看我一眼，
让我心里特别温暖。”薛瑞说。

而对于王清秀来说，这个年是
她工作十多年来最宽裕的一个，“最
起码除夕夜在家，陪着儿子过了年，
已经很幸福了，这是十年来的头一
次。”王清秀之前在铁路系统工作，
春节是最忙碌的时候，根本没有假
期。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过节 成都耍

邀
你
投
票

2月12日，由成都市商务委、成
都市旅游局、成都市文广新局联合
主办的“过节耍成都”推出的“寻找
最年味”春节特别活动，邀请八方
宾客来成都过年。在丰富多彩的春
节活动中，哪些活动最有年味？哪
些活动最有特色？投票接近尾声，

竞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截至2月
21日下午2点，来自龙泉驿区的客
家年春节系列活动（编号11号）以
65667票暂居榜首；暂居第二位的，
是来自邛崃市的炫彩酒灯节暨超
萌财神闹春会（编号38号），斩获
40148票。

明日（2月23日）投票通道将关
闭。欢迎通过成都商报客户端，为你
喜爱的“最年味”活动助力。

成都商报记者提醒，今年春
节期间，成都本地也举办了丰富

多彩的新春民俗活动，不用跑到
外地去打拥堂！第50届熊猫灯会、
成都大庙会、第10届金沙太阳节、
诗圣文化节、成都博物馆四大特
展、成都永陵博物馆特展等都在
火热进行中。

［［部分活动推荐部分活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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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锦江区七彩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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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成都武侯祠

成都博物馆四大特展
时间：2017年11月21日~2018年

3月4日，每日09：00~20：00
地点：成都市博物馆
四大特展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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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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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窄巷子2018新春游园会

时间：2月15日~3月2日
地点：宽窄巷子

最后两天 为喜欢的“最年味”活动打call！
投票进入白热化阶段，客家年春节系列活动暂居榜首

扫描二维码
为喜欢的“年味”助力

成都商报记者提醒，明日（2月23日）
投票通道将关闭。欢迎通过成都商报客
户端，为喜爱的“最年味”活动打call。

投票方式及规则：为防止恶意刷
票，投票需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并注
册，在“活动”栏目中，找到“过节耍成
都·寻找最年味”投票专区，注册用户
每天可投20票。

投票时间：截至2月23日，我
们将根据得票数并结合民俗专
家、文化名人等意见，评选出2018
成都“最年味”活动；并根据入选
活动分区域总票数，最终评选出

“2018成都最年味区域”。扫描左
边二维码，为喜爱的“年味”活动
助力。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春节黄金周收官
成都实现旅游收入140亿

昨日，春节假期正式“收官”，大假
期间成都多个景区爆棚。据统计，春节
黄金周，全省共实现旅游收入 446.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6% ；接 待 游 客
7073.01万人次，同比增长10.8%。

从 成 都 来 看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1575.5 万人次。其中，过夜游客 303.6
万人次，一日游游客1271.9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140.3 亿元，同比增长
27.4%；武侯祠、洛带古镇和黄龙溪景
区人气最高。

“黄金周期间，我市纳入四川假日
统计平台的19家4A及以上景区共接
待 游 客 530.98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1.25% ，占 我 市 接 待 游 客 总 量 的
32.81%。”据成都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接待游客排名前三的景区是成
都武侯祠（65.41 万人次）、洛带古镇
（61.7万人次）、双流黄龙溪旅游景区
（57.8万人次）。

自驾自助游客仍是今年春节旅游
的主力军，占九成以上。同时，自驾出
游的便利性和共享单车推进人们在绿
道、湿地、公园、山地等点位的短途游，
比平常增加近10个百分点。而以高品
质酒店为中心延展至周边区域的旅游
消费模式，成为成都春节黄金周旅游
的又一特色。

省外游客主要来自成都周边及沿
海经济较发达区域，排名前十位的省
份是：广东、重庆、浙江、陕西、北京、上
海、江苏、云南、西藏、河南。此外，省内
市外游客也明显增长，占游客总数的
19.4%，主要来自德阳、达州、绵阳、南
充和资阳等市。

抽样调查显示，黄金周期间，我市
游客在餐饮、交通、住宿的花费占比分
别为24.2%、21.1%、19.3%；在娱乐、购
物等弹性较大的旅游消费项目占比为
21.3%。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春节从成都出境
三成人去泰国耍

2018年春节假期，成都航空口岸
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从除夕到大年
初六，口岸累计出入境 126331 人次，
航班 671 架次，同比分别增长 7.3%和
10.7%。据了解，今年不少旅客选择错
峰出行，节前就出现了一波出境高
峰，其中 2 月 11 日出入境旅客达到
19848人次，成为“最高峰”。出境目的
地仍然集中在东南亚，其中泰国最
多，占比近30%。

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成都边防
检查站提前谋划，一线执勤官兵全部
停止休假，全员在岗在位；密切联系各
航空公司、旅行社，提前掌握旅行团出
入境信息，实行旅行团零散通关；坚持
7×24 小时通关，随时为加班飞机及
旅客办理出入境边防检查手续；启用
入境通关记录自助打印系统，开辟绿
色通道等。

此外，春节期间共查获查处在控
在逃、违法违规人员 30 人，接收审查
遣返6人，全力确保了口岸安全稳定。

黄武涛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90后机场女执法员：吹着凌晨5点的风，通宵巡逻监察

薛瑞在工作中 春运期间成都东客站地铁站人流如织

罗兰在双流机场T2航站楼
出租车站点维持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