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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获悉，为规范营运车辆运行、服
务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群众出行
安全感，按照《四川省道路交通重
点驾驶人“黑名单”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
总队联合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运输
管理局依法对 2021 年一季度以
来机动车驾驶证、交通运输从业
资格证“双吊销”人员进行了梳
理，共计筛查出 356 名营运车辆
驾驶人，按照要求纳入“黑名单”
管理，现予以公布。

记者注意到，其中吊销原因

中主要有醉酒驾车、重大事故、驾
驶报废车辆等，驾驶员持有准驾
车型为A1A2、B1B2等。

莫海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我要向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吴幽，
因为每一场比赛，她的成绩都非常靠
前。她每次都可以全部答对，可是，在
答快这件事情上，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吴幽双眼看不见，所以我很冒昧
地想向我们导演组做这样一个请求
——替吴幽争取一个机会，让她可以
走上我们的主舞台。”

4月10日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
第六季第七场中，主持人龙洋和观众
被一名叫吴幽的女孩所感动。

吴幽是一名视障女孩，来自成都
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三年级。作为《中国
诗词大会》第一位盲人选手，她的乐观
和对诗词的热爱感染了所有人。“我的
生活中，有诗，有书，还有我的朋友们。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我会向着
心中的光亮，继续前行。”吴幽在节目
中这样说。

享受特殊安排：
走上主舞台，她一路过关斩将

作为一名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
盲普高三年级学生，吴幽虽然从小

失去光明，但她的内心世界光明乐
观。她特别爱好音乐和文学，日常生
活中除了喜欢诗词，还喜欢弹尤克
里里、弹中阮和唱京剧。在她看来，

诗词如同好友与她朝夕相伴，她喜
欢诗词带给她的情感和意境的享
受，尤其喜欢苏轼“小舟从此逝，江
海寄余生”的旷达和豁然。

去年10月，《中国诗词大会》节目
组在全国各地区进行海选。得到消息
后，曾参加过第五季《中国诗词大会》
的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语文组教师谢
晓莉立即替学生吴幽报了名。

“《诗词大会》之前都没有盲人选
手，我去了之后如果要看屏幕答题怎
么办呀？”参赛之前，吴幽有不少担心。

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节目组特意
为她协调安排。走上主舞台的吴幽也不
负众望，一路过关斩将。在“助力千人
团”一题中，她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为奥运健儿加油，获得
了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杨
的支持，成功进入个人追逐赛。

在个人赛前的舞台上，吴幽演唱
了一段京歌《梨花颂》，显得自信大
方、乐观开朗。她还吟诵毛主席的诗
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
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表达对特教
老师的感激。

学校老师：
以她为傲！望她创造美好生活

自己的学生走上《中国诗词大
会》，谢晓莉也很为吴幽自豪。“比如她
用‘千树万树梨花开’形容奥运精神，
让我很惊讶。我觉得特别有格局和大
情怀，很贴切。后来她又用主席的《卜
算子·咏梅》赞美老师，也是很有格调，
比较清新脱俗。”

《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第七场播
出这天，刚参加完两所大学组织的残疾
人高等教育单考单招的吴幽，去长安大
戏院现场听了她喜欢的《朱痕记》，还参
观了她向往已久的梅兰芳纪念馆。

谢晓莉介绍，吴幽从学前班开始就
在成都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一直读到现
在高三马上毕业。“这几天她都在准备高
考，已经参加了两所高校的单招考试，明
天还会参加第三所大学的面试，然后再
考试。”谢老师说，这孩子最希望考的还
是医学院，上针灸推拿医学专业，“她非
常喜欢学习，希望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毕
业后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邱峻峰

眼盲心亮自信大方 受邀到主舞台答题

成都视障女孩闪耀《中国诗词大会》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胜 平 负 任 选 9 场 第 21041 期 ：
30030030301133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21041 期 ：
30030030301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41期：
3330001033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41期：32130131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11日)

足
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092期开
奖结果：70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040期开奖结果：基
本号码：01 08 09 10 22 26 28，特别号码：29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092期开奖结果：870，直选：
3803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7232注，每注奖金173
元。（32817884.8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092期开奖结果：87005，一
等奖26注，每注奖金10万元。（347475730.78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040期全国销售359580080元。开奖
号码：02 03 09 16 19 03+07，一等奖8注，单注奖金
8547328元，追加6注，单注奖金6837862元。二等奖136注，单
注奖金99892元，追加80注，单注奖金79913元。三等奖255
注，单注奖金10000元。（870795060.28元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因在路口对方没有让自己，
险些与对向车辆碰撞，驾驶员胡
某开起了斗气车，从左转车道直
行试图挤在对方前面，中途多次
逼停对方，还逆行，最后导致两车
发生碰撞。4月12日，记者从成都
交警三分局了解到，接到网友举
报后，分局对此展开调查。目前，
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

《道法》相关规定，给予胡某行政
拘留 5 日，驾驶证记 5 分，罚款
400元的处罚。

近期，交警三分局接到网友
举报，在锦江区汇源北路遭遇一
辆小轿车恶意别车，导致两车发
生碰撞，对方还下车对其进行辱
骂。根据网友提供的车辆号牌信
息，分局迅速找到了别车司机胡
某，于4月9日上午将其传唤至分
局接受调查处理。

随后，办案民警通过网友
举报视频以及监控视频巡查发
现，胡某驾驶川 AQ***H 小型
轿车于 3 月 3 日 12 时许，沿汇源
北路由双桂路方向往东大街东
大路段方向行驶，在汇源北路
与通汇街交叉路口左转弯车道
内直行，随后又在汇源北路与

汇源东路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并
超越对方车辆后，在非机动车
道将其逼停。随后，在行驶过程
中，胡某故意驾车变道影响对
方车辆的正常行驶，最后向右
变道逼停对方，造成两车发生
碰撞。

“我就有点气不过，一盘子甩
过去把对方逼停。”据胡某自述，
在路口时对方没有让自己，差点
使自己的车与对向行驶的大货车
发生碰撞，非常危险。当时，他一
下子就把交通法规抛在脑后，只
想着把对方逼停后找对方理论。
民警对胡某别车行为进行批评教
育，胡某也对自己开斗气车的违
法行为感到十分后悔。

胡某对于自己的非法拦截
车辆，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对于胡
某在驾驶过程中存在的车辆逆
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违规变
道等交通违法行为，成都警方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

《道法》相关规定，给予胡某行
政拘留五日，驾驶证记 5 分，罚
款400元的处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四川重点车辆驾驶人黑名单公布

356人遭“双吊销”

开斗气车恶意别车
男子被行政拘留5天

又大又甜的玛瑙红樱桃求买家

西昌“新农人”
10万斤樱桃销售难

“你看嘛，现在樱桃成熟度都
很高了，有的都开始烂掉了！”4月
10日，站在自家的樱桃园内，谌立
英十分担忧，80亩玛瑙红樱桃成
熟，产量有10万斤左右，目前才销
售了两三成。如果再没有收购商
来收购，恐怕只有烂在树上。

谌立英是一位“新农人”，这
是她在四川西昌樟木镇从事农业
的第二年，她在此承包了80亩土
地种植玛瑙红樱桃。她以为这一
新品种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但
是随着近日樱桃的大量成熟，并
没有大型收购商前来收购，这让

她十分着急。
她表示，因缺乏相关经验，也

没有较好的销售渠道，以及遭遇
“用工荒”，导致80亩玛瑙红樱桃
销售困难。眼看着樱桃即将烂在
地里，她希望有收购商前来收购
她的玛瑙红樱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西昌市相关部门了解到，针对谌
立英玛瑙红樱桃销售困难的问
题，他们也在积极帮忙寻求销售
和宣传推广渠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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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立英和她的樱桃园

吴幽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