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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将有31台优秀剧目出现在“优秀
舞台剧目展演暨第四届四川文华奖参评剧目演出”中，包括
文华奖参评剧目23台、参演剧目6台、特邀剧目2台。

除了开幕式上演的舞剧《尘埃落定》，还有成都市川
剧研究院创排的川剧《落下闳》，聚焦四川省首批十大历
史名人、创制《太初历》的著名天文学家落下闳，填补了
川剧在科学家人物题材方面的空白。京剧《陈毅回川》、
川剧《苍生在上》《南海李准》《草鞋县令》等剧目，同样聚
焦我省著名历史人物，挖掘、再现其动人的生平事迹。革
命历史题材剧目也占有较大比重，曲艺剧《望红台》、音
乐剧《双枪》、交响组曲《红色丰碑》、川剧《红盐》等，将带
领观众重返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

据悉，参加展演和评选的剧目，将在四川省锦城艺
术宫、成都新声剧场、成都华侨城大剧院、四川歌舞大剧
院等上演。值得注意的是，即将投入试运营的四川大剧
院，将承担四川交响乐团交响组曲《红色丰碑》、阿坝州
民族歌舞团音乐剧《辫子魂》、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川剧

《草鞋县令》演出任务，一展风采。
令人惊喜的是，在本届艺术节期间，全部演出票价以

惠民价为主，31台演出剧目的票价区间均在40～100元，
分40元、60元、80元、100元四档。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大幅降低购票门槛的目的，一方面吸引
更多民众参与艺术节，另一方面引导和培养民众的艺术
消费习惯。购票方式上，观众除了在剧场窗口购买，还能
通过线上票务平台一键购票。同时，活动期间举办的优秀
美术、书法篆刻、摄影作品展览免费向大众开放。

除了用惠民票价吸引民众走进剧场之外，本届艺术
节还将开展艺术走进基层、走进校园、走进生活等系列延
伸活动，配合开展快闪、路演、线下沉浸式体验、线上有奖
互动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多角度普及艺术知识，扩大群众
参与面，把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送到民众面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任宏伟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第二届四川艺术节7月16日开幕

31台惠民演出
最低票价40元

四川省最高水平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活动——第二
届四川艺术节，将于7月～10月在成都、乐山、内江等地
举办。昨日上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文
化和旅游厅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艺术节设置
了“主体活动”、“专业赛事”和“延伸活动”三大板块，拟
开展大小活动19项。值得关注的是，以“艺术的盛会、人
民的节日”为主题的本届艺术节，演出票价以惠民为主，
31台演出剧目的票价区间均在40元～100元，分40元、60
元、80元、100元四档。

“相比首届四川艺术节，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艺术门
类更加齐备，交响乐首次参演。”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一级巡视员窦维平介绍，本届艺术节新剧目推介采取室
内和室外两种方式，室内主要针对专业的演出商、演出
院线及剧场方参与；室外展示包括各院团深入社区、景
点、文博中心以及商业中心，开展剧目演出、片段展示等
贴近民众、贴近游客的展示和推广活动。此外，除了7大
主体活动、3大专业赛事，还有首届四川音乐剧演出季、
城市当代艺术季、第五届中小学生川剧展演、成都国际
诗歌周等三个系列9项延伸活动，充分体现文旅融合的
新面貌，力求满足各层次民众的文化需求。

记者了解到，本届艺术节的“主体活动”，由艺术节开
闭幕式、优秀舞台剧目展演、艺术精品创作成果展、美术书
法篆刻作品展及四川文华奖和群星奖评选等活动构成。其
中，开幕式将于7月16日晚在四川省锦城艺术宫举行，届
时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将上演根据著名作家阿
来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剧《尘埃落定》。

同时，艺术节期间还将举办四川“群星奖”比赛展演活动，
评选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文学作品600个，通过比赛发现
作品、发现人才，为备战全国“群星奖”储备优秀作品。根据《第
二届四川艺术节“四川群星奖”评奖办法》，按照音乐、舞蹈、曲
艺、戏剧（小品）四个门类，每个门类设8个奖项。决赛将在达州
市举行。期间，还将遴选部分节目开展惠民演出，让更多群众
能够欣赏到来自21个市（州）的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舞剧《尘埃落定》
7月16日在锦城艺术宫开演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重要内容之一，“专业赛事”将包括
四川省戏剧小品（小戏）比赛、四川省曲艺杂技木偶皮影比
赛、四川省舞蹈新作比赛等三项。据悉，这三项比赛是由文
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专业性常规赛事，纳入本届四川艺术节
整体活动安排，旨在推出新人、新作。期间，来自省直文艺
院团、21个市州、省内艺术院校的500多个作品将分别在
内江、成都、乐山参加初赛、决赛，并以进社区、进景区、快
闪等方式开展惠民演出。

此外，延伸活动包括艺术走进基层、走进校园、走进
生活三个系列9项活动。艺术节期间，将组织部分参演
院团、美术家、书法篆刻家、摄影家、群星奖获奖作品等
走进社区、基层、景区进行公益性演出。

本届艺术节闭幕式将于10月中旬举行，围绕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集中展示近年来获奖剧
（节）目精彩片段并颁奖。

闭幕式10月中旬举行
集中展示获奖剧目精彩片段并颁奖

31台优秀剧目轮番上演
惠民票价40～100元

雨情：
平均降雨量40.1毫米
大雨11日晚趋于结束

据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入
汛以来，也就是从5月1日到7月11日15
时，全市平均累计降雨量282.5毫米，
较常年同期251.5毫米偏多1成。其中，
都江堰、大邑偏少1～2成；邛崃、郫都、
温江、双流、彭州、新都、新津偏多2～6
成，其余地方基本接近常年同期水
平。7月上旬，全市平均累计降雨量
38.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3成。

7月11日凌晨开始，成都市出现
入汛以来范围最大、时间最长的一
次降水天气过程，截至15时已达到
区域性暴雨标准，是我市今年第一
场区域暴雨天气。暴雨主要集中在
成都主城区、温江、新津、双流、天府
新区和蒲江。

11日0时～15时，全市平均降雨

量40.1毫米，最大降水量在新津邓双
镇文山村，达到90.7毫米。全市共计
出现暴雨101站，降雨过程于11日下
午明显减弱，至11日晚上趋于结束。

预测：
预计盛夏有2～4次区域暴雨
并伴有1次区域洪涝

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还对汛期
气象趋势进行了介绍。成都今年盛夏
平均气温为26℃左右，较常年平均
25.2℃偏高。总降水量430毫米左右，
较历史同期（436毫米）略偏少。其中，
7月偏少1成，8月接近常年略偏多。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匀，有2~4次区
域暴雨天气过程，并伴有1次一般性区
域洪涝，较强降水出现在7月中旬后期
至下旬、8月上旬后期至中旬。降水分
布不均，中东部（金堂、新都、青白江、
龙泉驿、简阳）有一般性伏旱；西部沿
山局地暴雨洪涝偏重发生，易诱发局

地山洪地灾和城镇内涝；7月中下旬有
1~2段3天左右的高温天气，8月中下旬
有1段5天左右的高温天气。

汛情：
府河望江楼、黄龙溪发生洪水
波动 水位已在消退

据成都水文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7月11日，降雨主要分布在主城
区、天府新区、双流区一带，西部沿
山各条河流以及沱江上游各河流水
势平稳，水位变幅较小。府河望江
楼、黄龙溪，发生一定洪水波动。

目前峰值已过，望江楼上涨水
位在慢慢消退。下午5点～7点，黄龙
溪洪峰达到1000立方米/秒，水位也
在消退。

该负责人对洪水趋势预测做了
介绍：7月中旬、下旬，岷江中上游干
流（都江堰段）及支流为中等洪水，沱
江上游干流（金堂段）及支流为中等

洪水，辖区范围内个别河流受局部暴
雨影响，不排除发生大洪水的可能。

防汛：
全市储备防汛物资价值4.52亿

针对防汛防灾工作的开展，成
都市应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储
备防汛物资价值4.52亿元，可调度应
急救援队伍共计2691支、55万余人。

下一步，成都将组建防汛抗旱
和地质灾害应急专家库，研究制定市
应急委工作规则及其办公室工作细
则，规范应急指挥处置程序、权限、方
式和流程；将出台《成都市生产安全
事故抢险现场处置规范》、《成都市自
然灾害抢险现场处置规范》，编制矿
山、危化品、水务应急、通信电力、医
疗卫生、工程施工、消防和军队等专
业抢险队伍配置方案，确保关键时期
靠前布防、快速出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汛期已至汛期已至，，
大雨又来了大雨又来了！！

77月月1111日日0606
时时，，成都市气象成都市气象
台发布了今年首台发布了今年首
个暴雨黄色预警个暴雨黄色预警
信号信号。。昨日昨日，，据成据成
都市气象局相关都市气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负责人介绍，，截截
至至1111日日1515时时，，此此
次降水已达到区次降水已达到区
域性暴雨标准域性暴雨标准。。
这也是我市今年这也是我市今年
第一场区域暴雨第一场区域暴雨
天气天气。。

来自阿坝州政府新闻办消息，2019年7月11
日14时05分，国道213线松潘县岷江乡境内一辆
旅游大巴车被山上滚落的飞石击中。该客车核载
人数37人，实载30人（包括驾驶员）。已在巨石下
找到 4 名失联乘客，4 人均无生命体征，确认死
亡，另1名受伤人员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事件已造成8人死亡，16人受伤。

事发后，阿坝州立即成立“7·11”松潘县岷江

乡飞石击中旅游大巴车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医疗救助组、现场搜救组、事故调查
组、综合组、善后组、后勤保障组等，相关工作正
在有力有序地开展。

四川省应急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文旅厅
等部门已派出工作小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
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舞剧《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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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九环线飞石砸中旅游大巴
已致8人死亡16人受伤
多部门已派出工作小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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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寻人：
好心的外卖小哥你是谁？
原来，他雨夜救了一位骑车摔倒的老人

7月10日，家住龙泉驿区的邵阿姨通过“见证龙泉驿”微信，寻找一位外
卖小哥。正是这位外卖小哥，在7月7日深夜11点多，遇到因大雨骑车摔倒
的邵阿姨老伴林叔叔，不仅拨打了报警、急救电话，及时通知在家的邵阿姨，
甚至还冒雨帮忙将摔坏的电动车推回邵阿姨家。事发突然，紧张老伴的邵阿
姨只记得小伙姓窦，个子不高，有一点胖，电动车上的外卖箱是黄色图案。

7月11日，在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的联系寻找下，邵阿姨和林叔叔
再次见到了这位热心的小哥。

见面第一句：
“小伙子，淋了雨你没
感冒嘛？”

昨日下午，邵阿姨、林叔
叔如愿见到了热心的窦光
辉。邵阿姨见到窦光辉的第
一句话就问：“小伙子，那天
晚上淋了雨，你没感冒嘛？”
而匆匆从工作岗位上请假出
来的林叔叔，一见到窦光辉
就拉着他的手说：“恩人啊，
如果不是你，那天我可能就
危险了。”

林叔叔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7日晚上，他骑
车回家，因为雨太大，又遇到
对面有大车，自己恍惚中转了
方向、急刹车，然后就摔倒了，
如果不是窦光辉及时相助，后
果不敢想。

“现在很多人遇到这样的
事情都不敢扶，这个小伙子很
勇敢，是个好心人，他的恩情
我要记一辈子。”林叔叔说。

巧合的是，闲聊中发现，
窦光辉的家和林叔叔、邵阿姨
刚刚搬离的住址距离很近，数
了几个邻居的名字，大家相互
还都认识。邵阿姨留下了窦光
辉的联系方式，邀请他到家里
做客，表示这也是一种特别的
缘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于遵素 实习生 向姗

7月1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通过邵阿姨提供的线索，成功找到
了这位美团的外卖小哥，他名叫窦光
辉，今年34岁，从事快递、外卖行业已
经有10年了。

“哎呀，好尴尬。”见到记者，窦光
辉开起了玩笑。他告诉记者，这只是一
件再普通不过的事，而且也不是第一
次路遇车祸报警救人，前不久就遇到
过一位老人车祸受伤，也是自己打的
电话，所以这次拨打报警电话和急救
电话，连急救人员都认出了自己。

窦光辉回忆，7日晚上，自己送完
餐，正在回家路上，天上下着雨。突然看
到路面有一堆东西，近了才看到，是一
个人和一辆车倒在地上，黑色的电瓶车
压着老人的一条腿，血流了一地，老人

的耳朵里都全是血。担心老人受伤严
重，不敢轻举妄动，窦光辉赶紧报警。这
时，有两个餐厅的服务员也下班路过，
便分别打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

在等待救护车时，窦光辉喊了几
声老人，问他是否记得家里人的电话
号码，老人声音很低，迷迷糊糊地说完
了号码，窦光辉又赶紧给老人家属打
电话。

救护车接走老人、帮阿姨推车，全
身湿透的窦光辉晚上 12 点多才回到
家，觉得这是小事的窦光辉并没将此
事告诉别人。“我看到了，就救了，这没
得啥子，应该的。”窦光辉说，那天晚
上，也有同事经过现场，都主动停下来
问发生什么事，他相信，别人遇到了也
会和自己做一样的事。

深夜来电：
“阿姨，你老伴摔倒了”

7月7日晚上11点，龙泉驿区龙泉街
道的邵阿姨刚刚睡下，手机铃声猝然响
起，迷糊中，电话那头一个小伙的声音问：

“邵阿姨啊？你老伴摔倒了，流了好多血，
我打了急救电话。你不要着急，抓紧时间
过来嘛！”

挂了电话，邵阿姨急忙和同在家的姐
姐赶往出事地点。原来，当晚老伴去和朋
友聚会，想到他耍得高兴，也就没打电话
去催他回家。

老伴出事的地点离家不远，只有两三
百米，但当晚风大雨大，邵阿姨不敢走快
了。等赶到，救护车已经将老伴林叔叔送
往医院，只留下倒在地上的电动车和一大
摊血，拨打电话的年轻人还等在原地。“我
吓惨了，流好多血，又没看到人，不知到底
伤到哪里了。”邵阿姨告诉记者，小伙安慰
他，说林叔叔意识是清楚的，还报出了邵
阿姨的电话，应该无大碍。

因为电动车坏了，邵阿姨手又有伤，
年轻人主动帮忙，将车推回邵阿姨家。“下
大雨，我给他打伞，他说不用，喊我照顾好
自己。”邵阿姨说，小伙淋得浑身湿透，把
车推到家后，自己拿出钱想表示感谢，但
小伙怎么也不肯收，匆匆就走了。

担心老伴伤势的邵阿姨又赶到医院，
此时，林叔叔的伤口已经做了缝合处理，
正要去做检查。林叔叔头上缝了 7 针，好
在检查结果没什么大问题，留院观察一晚
后就出院了。

事后，林叔叔跟邵阿姨说，如果不是
那个小伙，自己可能就有危险了，应该向
他表示感谢。在女儿的建议下，邵阿姨联
系了“见证龙泉驿”微信公众号的工作人
员，发布了一篇“寻人启事”。

开始寻找好心小伙后，邵阿姨走在路
上遇到穿黄色衣服的外卖小哥，都会上前
询问。但他们告诉她，整个美团外卖有几
百人，都在外面跑，不好找。邵阿姨也回拨
过几次事发当晚打来的陌生号码，但都不
是那个小伙子。

外卖小哥：“我看到了，就救了，这没得啥子，应该的”

林叔叔紧紧握住外卖小哥窦光辉的手表达感激 摄影记者 张直

事发当晚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