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成都市正立足薄弱环节和
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在全市扎实深
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暨健康成都行
动。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紧扣主
题，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营造
整洁的生活环境，在全区掀起了爱国
卫生运动热潮，减少疾病的发生。

据了解，天府新区建立联席会议
机制，组建由统筹城乡局牵头，党群工
作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和
城管局以及社区治理和社事局为成员
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专班，定期
研究工作、通报进展、提出问题、落实
整改，形成部门和部门之间协作配合、
部门和街道之间上下联动的工作合
力。截至目前，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巡查
超500次，发现问题800余个，已全部完
成整改；启动“美丽蓉城·宜居乡村”示
范村建设15个。

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方面，截至7
月底，今年天府新区完成了农村户厕
改造1278余户，累计三年改厕任务已
完成88%。在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方面，截至目前巡河总次数14282次，发
现问题216个，其中176个问题已完成整
改，其余40个问题正在抓紧整改；在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面，优化配置垃
圾收集容器4973个，新建和改造生活垃
圾收集点75个，取消河道、沟渠50米范
围内的垃圾收集点32个，改造、拆除、
更换不规范的垃圾桶、点、池、房654
个，在街道、村（社）配置规范的垃圾收
集运输车辆95辆，部分村（社）配置了
分类垃圾收集车辆。 成都市卫健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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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愿意讲，有人愿意听，听的人还能听笑了

成都民间“脱口秀”火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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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的经历，正在餐厅吃饭，
水就漫进来，右手拎鞋，左手端餐
盘，紧急撤离。经历过5·12的我们，
还是很淡定的。”8月13日晚，著名
导演欧阳奋强发微博讲述了自己
拍戏时遇到的惊险一幕。8月14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欧阳奋
强处了解到，因为连日大雨，正在
凉山州拍摄《金色索玛花》的剧组
遭遇洪水，幸运的是，此次意外并
未造成人员伤亡，剧组现已恢复正

常拍摄。
从欧阳奋强所发的图中可以

看到：夹杂着泥沙的洪水奔流而
下，让原本的路面成了河流。记者
了解到，《金色索玛花》于今年 7
月开机，为央视重点项目，主要围
绕“脱贫攻坚”展开故事，主人公
们在凉山深处的贫瘠大地上扎
根，为脱贫攻坚事业贡献自己的
毕生精力，最终带领村民们摆脱
了贫困，为一方土地带来了改变。
该剧由欧阳奋强执导，何明翰、熊
睿玲等主演。

因为凉山州连日大雨，13日早
晨突发洪水，将路面淹没，成了一
条小河流，并涌进了剧组所居住的
酒店。但幸运的是，此次洪水来得
快去得也快，雨渐渐小了之后，洪
水也随之消退。欧阳奋强告诉记
者，涨洪水后，大家紧急撤离到安
全地带，全体剧组人员都很安全，
14 日已经恢复正常拍摄。“现在水
已经退了，但酒店内还有一些淤
泥。”演员熊睿玲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图据欧阳奋强微博

14日，成都市教育局发布了做好
秋冬季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工
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区（市）县教育
行政部门、学校要高度重视，务必继续
保持高度警惕，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

开学安排。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
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
况，指导辖区内各学校错时错峰、人员
分流、减少聚集，安全有序组织返校和
开学工作。

健康监测。各学校要提前掌握教
职工（包括教师以及食堂、保洁、保安
和宿管等后勤服务人员）和学生开学
前14天健康状况和活动轨迹，建立健
康状况台账，做好健康观察，对有发
热、干咳等可疑症状的人员，应督促其
及时就医，严禁带病上课、工作。

行程管理。各学校要加强对师生
引导及家长沟通，建议师生合理安排
假期行程，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活动，在
开学前14天内原则上不出省。

境外师生管理。境外师生未接到
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返校前确保身
体状况良好，返校途中按要求做好个
人防护和健康监测。

物资储备。各学校根据学生及教
职工数量等实际情况，结合应急方案
储备足够数量的疫情防控物资，包括
消毒设备、消毒用品、口罩、手套、非接
触式温度计、洗手液等。

培训演练。开学前，各学校加强与
属地社区、公安、医疗和疾控机构等做
好对接，组织全校教职工对各项方案
和预案进行培训，并全覆盖开展防控
应急演练。 据成都教育发布

一场秀
“垮”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本来这场脱口秀开放麦我们
要收9.9元，但是通知放出去，没人
报名。后来我们一想，反正也没人，
不如就免费吧，通知放出去，报名
一下子火爆，在座的各位就来了。”
在开场介绍时，何轩首先拿观众开
刀，他边说边故作鄙夷的表情，“我
就在想，现在快乐就这么廉价吗？

大家连9.9元都不愿意出吗！”
效果很好，现场的30多位观众

发出了当晚的第一次笑声。
脱口秀，一般指的是单口喜剧

（stand-up comedy），是一个演员在
台上表演幽默段子的现场喜剧表演
形式。开放麦是脱口秀的一种形式，
与正式演出现场不同，脱口秀开放
麦更偏向于提供一个练习、打磨段
子的场所。新人们可以在开放麦现
场带来脱口秀的首秀，慢慢提升自
己的水平；而专业的脱口秀演员也
能在此练习自己新写的段子。

8月12日当晚的开放麦，有6位
表演者，其中有一半都是第一次上
台表演脱口秀。“这也是好事，说明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何轩对
于新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面试，按
他的说法就是“看一眼，觉得行，就
让他上”，好像不担心现场会“垮
掉”。“‘垮’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大
家的段子就是要在开放麦上试一
试，才知道观众的笑点在哪里，以
便更好地打磨段子。”

果不其然，现场果然有“垮掉”
的表演。第一次上台的新人森森在
抖完包袱后，现场一片沉默，他夸
张地喊道：“没人懂我的梗吗？”观
众被这句话逗笑，开始鼓掌，森森
连忙把手面向观众做出了“拒绝”
的样子，“不用同情我。”

“只要有人愿意讲，有人愿意
听，听的人还能听笑了，那这场秀
就可以了。”何轩说。

一群人
纯凭爱好，真赚不到什么钱

野猪星球脱口秀俱乐部成立
还不到两个月，负责人何轩的本职
工作是互联网运营，因为喜欢脱口
秀再加上自己话比较多，于是他和
自己的同事、朋友一起把这家俱乐
部“搞”起来了。

目前俱乐部组织的演出场数

仅为个位数，上台表演的人，有他
的同事，有已经表演过多次的成熟
演员，也有报名来的新人。

演员光仔是12日晚最后一个出
场的，也是当晚经验最丰富的，同时
也是把场子说到最“炸”的。光仔两
年前开始讲脱口秀，一开始单纯是
因为喜欢讲笑话，便试着上台讲脱
口秀，这一讲，就讲到了现在。“现在
几乎每周都会有表演，在不同的俱
乐部、不同的场地都表演过。”

但是讲脱口秀这件事，并没有
让光仔赚到钱。就如当晚第一个上
台表演的江浩所说，“在小剧场表
演，会给演员两三百元，但这能赚
到什么？就是来回路费再吃顿饭就
没了。”

对此，光仔也坦言，“几乎没有
盈利，真赚不到什么钱。成都脱口
秀行业的风气还没有起来，大家也
不习惯去买票看脱口秀表演。”在
金融业工作的他，笑着对记者说，

“你想想金融行业的平均工资，再
看看脱口秀的收入，差距蛮大的。”
而支持他继续讲脱口秀的，纯凭爱
好。“就像有人喜欢看剧，有人喜欢
打游戏，人总要有一点爱好。”

另一位表演者森森是第一次
上台表演。在之前，他是一名维修
工，今年离职后，他便下定决心开
始自己的脱口秀之路，“反正也赚
不到什么钱，还不如做点自己喜欢
做的事。”

家住德阳的他，为了表演的这
几分钟，他下午就从德阳出发，转
了几次车，经历了近四个小时的路
程，才在晚上来到天府五街。“其实
我并不觉得辛苦，因为来成都的路
上，是充满憧憬的。”

说到以后，森森表示，自己会在
脱口秀这条路上坚持下去，“今天冷
场了几次，反正也垮无可垮了，以后
应该会越来越好。”对于“赚钱”这件
事，森森笑了笑，“我先慢慢练习，找
到自己的风格再说吧。”

一座城
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脱口秀

相较于上海、广州等城市，成
都脱口秀表演起步比较晚，专业的
脱口秀演员并不多。目前成都有4
fun、过载等脱口秀俱乐部，俱乐部
数量为个位数，活跃在市场中的脱
口秀演员大约有30个左右。

据脱口秀圈内估算，近年来，
在B站上仅成都地区每年就有10万
人浏览过脱口秀相关视频，表示对
脱口秀节目感兴趣。记者在大麦网
上搜索“脱口秀”，看到成都近20场
脱口秀表演正在售票，其中开放麦
价格在10元至20元，正式演出在50
至150元不等，表演的场地在剧场、
酒吧、书店等地。

“相较于以前，现在脱口秀的发
展已经有所进步了。”据光仔回忆，
两年前，成都的脱口秀演员大概有
十多个，而现在已经有三十个左右，
多了很多新人。表演场次也多了不
少，以前一周只有两次，现在有七八
个地方都可以讲脱口秀，几乎每天
晚上都有开放麦。观众也明显增多，
以前有的场次只有二三十个观众，
而现在的脱口秀表演，内场纯凭爱
好，并且很多正式表演都买不到票。

目前，观看脱口秀的群体，以
“90后”“00后”居多，不少观众听着
台上演员的段子，自己也想试试，
于是就报名开放麦登台表演。成都
不少脱口秀俱乐部每周都会接到
几人至几十人不等的报名。

尽管多位脱口秀演员都说“确
实赚不到钱”，但谈及未来，都还是
想要坚持做下去。“能一直做下去，
就会一直做，毕竟人要有点爱好。”
光仔笑着说，“尽管现在整体的脱
口秀氛围还没那么好，但越来越多
的人在参与进来，这就说明在往好
的方向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彭惊 刘宇鹏

刚刚过去的一周，四川是这
样 度 过 的 ：据 中 央 气 象 台 的 消
息，8月以来四川盆地西部多降
雨，尤其是10日至12日，四川盆
地中西部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
雨，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等地
部分地区雨量达300～380毫米，
局地达400～480毫米，德阳什邡
点 雨 量 达 542 毫 米 。四 川 芦 山
（423毫米）、蒲江（281毫米）、什
邡（270毫米）等8个国家气象观
测站日雨量，突破有气象纪录以
来历史极值。

歇了没几天，新一轮强降雨
又“安排”上了。中央气象台表示，
8月14日夜间起到17日四川盆地
中西部将再次出现暴雨到大暴
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有
100～300毫米，盆地西南部部分

地区350～450毫米，局地超过500
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40～80毫
米，局地超过100毫米。期间，云南
西部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
雨；18日至20日，四川盆地还将有
降雨过程。

记者注意到，14日下午4点，
四川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
警，预计14日20时到15日20时，广
元、绵阳、德阳3市西部以及成都
北部有暴雨（雨量50～80毫米），
局部地方有大暴雨（雨量100～
120毫米）。

成都的雨会在下周一白天逐
渐减弱，周末则注定和雨相伴。成
都市气象台预计，15日成都市有较
明显降雨天气，雨量中雨到大雨，
西北部沿山地区和中东部局部地
方暴雨。

8月14日17时30分，四川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山洪灾害蓝色
预警，2020年8月14日20时至15日
20时，平武、北川、江油、安州、青
川、九寨沟、茂县、黑水、汶川、泸
定、丹巴、新龙、白玉等县（市、区）
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根据要求，乡镇、村和山洪灾
害危险区所有责任人，务必立即
上岗到位，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
降雨水位和危险区预警情况，加
强山洪灾害危险区巡查。同时，按
照《四川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工
作规程》，加强监测预警、适时启
动预案，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
众，强化转移路线与安置区安全
监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彭亮 叶燕 邓文博

成都发布学校疫情防控最新要求

开学前14天内
原则上不出省

“今天下暴雨，我很早就出
发了，因为怕找不到车位。到地
方后还是很好停车的。”8月12
日晚，成都天府五街的一家咖
啡店里，进行了一场脱口秀开
放麦表演。聚集在这里的脱口
秀演员，没有一位是真正意义
上的“表演者”。他们的职业分
别为互联网运营、交互设计师、
短视频编剧、金融工作者……

随着《吐槽大会》《脱口秀
大会》等爆款综艺节目的出现，
人们对“脱口秀”已不陌生。虽
然在北京、上海等地脱口秀的
发展很好，捧红了一个又一个
脱口秀演员。但成都脱口秀表
演起步较晚，专业的脱口秀演
员并不多，粗略估计不超过30
个，观众还没有养成对脱口秀
消费的习惯。

但是，这群脱口秀演员好
像并不在意。正如这场开放麦
的组织者野猪星球脱口秀俱乐
部负责人何轩说的那样，“先不
用在意那么多，能逗大家笑就
行了。”

新一轮强降雨又来了
北川等13地可能发生山洪

欧阳奋强拍戏 吃饭时洪水来袭

右手拎鞋 左手端盘
“宝哥哥”紧急撤离

会
玩

8月14日，巴中王先生停在路边的
车辆被社区清运车拖走卖到废品站一
事终于有了结果。在当地社区和司法
工作人员的协调解决下，王先生和拖
车方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8月5日，王先生发现自己停在出
租房对面公路边的车辆，被社区志愿
者当做“僵尸车”拖走后，在废旧处理
厂被拆掉，王先生随后报警“盗窃”，当
地派出所介入调查。

8月14日上午，经过社区和司法工
作人员的协调，王先生和拖车方双方
终于达成一致：如果王先生对修车价
格没有疑问可以修车，由拖车方支付
维修费。如果对修车价格有疑问，则在
8月20日前再寻找合适的二手车，双方
认可后，由拖车方支付费用，完善过户
手续。如果8月20日双方未确定购买二
手车，则由王先生于8月21日指定汽车
修理厂对原车进行维修，拖车方支付
维修费用。

另外，拖车方补偿王先生因此事
所造成的误工费、油费等各类费用共
计1000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双方调解达成一致

拖车方出钱修车或
买二手车赔偿车主

■ 停路边的车被社区清运车拖
走卖掉追踪

成

健 康 成 都 爱 卫 同 行

天府新区在农村
整改问题800余个

何轩

光仔

一家咖啡馆内的脱口秀表演

森森

欧阳奋强微博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