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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品质
彰显公园城市宜居特质

《规划》提出，营造有保障、
可选择的多元化居住空间，完
善国际标准、覆盖城乡、便捷共
享的高品质公共服务，建设全
龄友好包容型城市，打造幸福
美好公园社区，实施幸福美好
生活十大工程，推进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提升城市人文魅力，
塑造公园城市特色空间，营造
公园城市特色场景。

筑强基础设施
提升公园城市安全韧性

《规划》提出，健全超大城市智
慧、韧性、安全建设和运行体系，支
撑公园城市全生命周期运行管理。

完善治理机制
保障空间规划落地实施

《规划》提出，构建突出公园
城市特点的治理体系，健全空间
传导管控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
规政策体系、技术标准体系，保障
规划有效实施。

为超高能区标准烛
光设定亮度标准

“这把尺子，被我们
中国人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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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80期开奖结果：930，直选：
427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6999注，每注奖金173元。
（40203985.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80期开奖结果：93097，一
等奖66注，每注奖金10万元。（403007239.54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78期开奖结果：073318+7，
一等奖：0注；二等奖：7注，每注奖金58015元；三等奖：54注，
每注奖金3000元。（198335977.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9月7日）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1180期开奖结果：144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078期全国开奖结果：

01 05 09 17 19 28 29，特别号码：3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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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多，四川眉山市丹
棱县老峨山景区恢复性开山！7月
9日，记者从眉山市老峨山风景区
获悉，老峨山开山时间定于农历
六月初六（7月15日）。

景区公告显示，恢复性开山期
间，老峨山景区门票原价：40元/人·
次（丹棱本县户籍游客20元/人·
次）。7月15日-8月15日试运行期间
执行半价优惠：丹棱户籍游客10元/
人·次（凭身份证）；丹棱县外游客20
元/人·次。8月16日起恢复原价。

需要注意的是，恢复性开山

期间，老峨山景区每天限流9000
人。进入景区请积极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正确佩戴口罩、测量体
温、扫场所码。严禁携带打火机、
火柴等火种进入景区，请主动交
由景区安检人员保管。

老峨山景区观光车辆往返票
价：20元/人·次。

老峨山景区游客中心停车场
收费标准（以24小时为限）：7座以
下车辆（含7座）10元/车·次，7座
以上车辆20元/车·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7月15日老峨山恢复性开山
日限流9000人 8月15日前门票半价

7月9日，记者从四川省地质
灾害指挥部办公室获悉，结合四
川省气象台天气预报情况，7月9
日20时至7月10日20时，四川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结果如下：

3级，黄色预警
预警区域：广元利州区、朝天

区、昭化区、青川县、剑阁县，巴中
巴州区、恩阳区、通江县、平昌县，
达州万源市、开江县，绵阳安州
区、涪城区、游仙区、江油市、平武
县、北川县、盐亭县、三台县、梓潼
县，南充嘉陵区、阆中市、南部县、
仪陇县、西充县，遂宁船山区、安
居区、射洪县、蓬溪县、大英县，阿
坝州金川县、小金县、壤塘县，甘
孜州丹巴县、道孚县、炉霍县、新
龙县。

2级，橙色预警

预警区域：广元旺苍县、苍溪
县，巴中南江县。

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
室提醒，请黄色预警区域密切关
注降雨预报及降雨实况；检查防
灾责任体系落实情况；加密房前
屋后斜坡、靠山靠崖、沟口等危险
地段巡查；做好监测预警和预警
信息发布；发现险情迹象，果断采
取主动预防避让，确保群众生命
安全；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准备工作。

请橙色预警区域在以上响应
对策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动态预警
信息；对地质灾害易发地段加密巡
查、排查；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适
时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主
动预防避让等应急防范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四川发布今年首个地灾橙色预警
提醒三县适时启动应急预案

标准烛光的前世与今生：
从北宋“客星”到蟹状星云

标准烛光就是由宋朝的司天监发
现并记录的“客星”经千年演化而形成
的著名天体——蟹状星云。

公元1054年7月4日，我国北宋仁
宗至和元年的五月二十六，天空中出
现了一颗极亮的大星，因其出现在天
关（即金牛座）位置，司天监的天文研
究者们称其为“天关客星”。这一天文
事件被多部史书记载了下来。

这是历史上最早记载恒星爆炸的
文字，记录了了当今天文学界非常著
名的蟹状星云的前身恒星初始爆炸时
的情景。尽管其距离地球6500光年，人
们在地球上仍能看到它的光亮。

LHAASO凭什么突破？
采用四种探测技术测量宇宙线

蟹状星云是为数极少的在射电、
红外、光学、紫外、X射线和伽马射线
波段都有辐射的天体，历史上对其光
谱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观测研究，是非
常明亮且稳定的高能辐射源，因此在
多个波段它被当作标准烛光。

LHAASO测量了蟹状星云辐射的
最高能量端能谱，覆盖了从0.0005到
1.1拍电子伏宽广的范围，不但确认了
此范围内其他实验几十年的观测结
果，还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超高能区
（0.3-1.1拍电子伏）的精确测量，这为
该能区标准烛光设定了亮度标准。

LHAASO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海拔
4410米的海子山，是由5195个电磁粒
子探测器和1188个缪子探测器组成的
一平方公里地面簇射粒子阵列、78000
平方米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以及18
台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交错排布组成
的复合阵列。LHAASO采用这四种探
测技术，可以全方位、多变量、立体地
测量宇宙线或伽马射线在大气层中的
反应。这次报道的成果充分体现了
LHAASO独特的多种探测手段相互交
叉检验的能力，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

意外的惊喜：
发现“超级电子加速器”

在LHAASO此前发现的12颗超高
能伽马光源中，蟹状星云是两个具有
拍电子伏光子发射能力的光源之一，
同时也是唯一明确了辐射源的天体。
而此次测到1.1拍电子伏光子，提供了
2.3拍电子伏电子加速器存在的直接
观测证据，这比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
最大的电子加速器LEP（欧洲核子研
究中心的LHC前身）产生的电子束的
能量高两万倍左右。因为越高能的电
子越容易在磁场中损失能量，蟹状星
云内的粒子加速机制必须具有惊人效
率才能克服这些电子的能量损失。据
LHAASO的测量结果推算，其加速效
率竟达到理论极限的15%，比超新星
爆发产生的爆震波的加速效率高约一
千倍，挑战了高能天体物理中电子加
速的“标准模型”。文章对此进行了深
入的理论分析和讨论。

7月9日，四川凉山木里泥石
流发生后第五天，由于房屋破损，
村民们都还在安置点上。早上7点
到8点，木里降雨量达到10.8毫
米。根据当地规定，小时降雨量超
过10毫米，就要立马通报政府并
在村里拉响警报。

7月5日17点54分，气象部门
发现，项脚乡20分钟雨量已达
22.6毫米。木里的大喇叭立马拉
响。“都不要吃饭了，快点出来，马
上要下暴雨了，大家搞快撤离到
避难点。”载着电子报警器的皮卡
车在项脚乡的村主干道上来回行
驶，向村民发出警报。项脚乡，距
木里县城37公里，有人口约3200
人。由于地处山区，受地形影响，
每逢汛期，这里常发生洪涝泥石
流灾害。

早在撤离前3小时，木里县气
象台值班预报员就通过卫星云图
和闪电定位系统监测到，项脚乡范
围有明显的电荷活动，短时间内可
能有强降雨，并于14点22分发布了
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可
能发生雷电活动，请注意防范。

“项脚20分钟雨量已达22.6
毫米，天气雷达回波达到55分贝，
请注意转移群众。”随后，在木里
县防汛防地灾工作群里，预报员
又发出了这样一条消息。

20分钟雨量达22.6毫米，无
疑让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经各
部门会商，项脚乡党委、乡政府决
定立即撤离。发出警报的同时，各
安全隐患点点长要入户，确定每
一位村民是否撤离到安全地点。

因气象部门预警及时，各级工
作人员反应迅速，木里县30分钟内

提前组织转移了251户1144人。
就在转移完成后半小时，一

场今年入汛以来最大的暴雨，铺
天盖地袭向木里，下游河水暴涨。

又过了半小时，只听轰隆一
声，从避难点望去，远处的山体瞬
间垮塌，一片狼藉。

避难点的村民杨兵回忆说：
“当时太害怕了，万把斤的石头和
泥沙冲向房屋，眼睁睁看着房屋
被毁，汽车被泥石流卷入沟道。”
刚刚还在家里吃饭，一转眼，家就
被山洪卷走了。

周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戴佳佳 受访者供图

气象部门提前30分钟预警
成功挽救1144名木里人

木里“7·5”泥石流灾害现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时隔近
一千年，蟹状星云再次被我们中
国人、被四川的科学观测站捕捉
到了，对此您有何感受？

曹臻：肯定很自豪。在天文历
史中，蟹状星云有很多个“第一”，
但这一次的“第一”不太一样，因
为我们所观测到的1.1拍电子伏，
可能是能观测到的最高能量段，
是 一 个 全 新 的 未 知 领 域 。在
LHAASO建造前，欧洲和美国主
流的伽马光子的探测是天文望远
镜，其能捕捉到的最高能量为0.1
个拍电子伏。在过去二三十年中，
发表在《科学》上的，都是几十个

零点零几拍电子伏的观测。原因
是随着能量升高，电子强度越来
越低，如果没有像LHAASO这样
高灵敏度的大型探测器，是无法
将其捕捉的。这也是此次统计数
据尤为重要的原因。

同时，LHAASO可能在未来
十年乃至二十年内，都是一个国
际领先的大科学装置。可以看到，
中国人在科学上的贡献，已经变
得越来越重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不到两
个月时间，我们就发布了2次重大
成果，对于这个频率您如何看？

曹臻：无论是速度还是更高
能量级的发现，都大大超出了我
们 的 预 期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LHAASO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探
测装置，它一共有4种探测器，从
不同角度立体地观测宇宙线，因
此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宇宙
线的知识测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能否介
绍下LHAASO的建设节点和未来
三五年的中远期规划？

曹臻：目前LHAASO阵列探
测器的安装已全部结束，已进入
探测器调试的最后阶段，预计今
年7月底可以达到完全观测的条
件，8月正式投入运营，年底前完
成验收。

LHAASO的未来规划依然是
天文观测。目前我们已经发现有
12个宇宙线起源的候选天体，未
来几年，我们会像此次发布的蟹
状星云成果一样，对这些起源去
做深入研究。LHAASO的潜力巨
大，目前我们的成果仅仅是冰山
一角，一旦阵列正式运行，可以预
见的是，未来将有更多激动人心
的科学突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
祥萍 摄影报道 部分图据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宋发现并记录的“客星”
在川被捕捉还测定了亮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获悉，位于四川稻城县的国家重
大 科 技 基 础 设 施“ 高 海 拔 宇 宙 线 观 测 站
（LHAASO）”精确测量了高能天文学标准烛光
的亮度，覆盖3.5个量级的能量范围，为超高能伽
马光源测定了新标准。

这次观测还记录到能量达1.1拍电子伏（拍
=千万亿）的伽马光子，由此确定在大约仅为太

阳系1/10大小的（约5000倍日地距离）星云核心
区内存在能力超强的电子加速器，加速能量达
到人工加速器产生的电子束的能量（欧洲核子
研究中心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LEP）两万倍左
右，直逼经典电动力学和理想流体力学理论所
允许的加速极限。相关结果于7月9日在《科学》
（Science）上发表，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牵头的LHAASO国际合作组完成。

四川稻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测定标准烛光的超高能段亮度

千年等一回千年等一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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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后，
金牛座传来什么讯息？

在四川稻城高海拔宇宙线
观测站测定标准烛光的超高能
段亮度的成果发布前夕，中国科
学院高能所研究员、高海拔宇宙
线观测站首席科学家曹臻专程
从北京飞到成都，接受一众媒体
采访。“这是在四川发现的成果，
一定要在四川讲出来！”他说。

此次研究发现意义何在？
LHAASO的科学目标是什么？
对此，曹臻一一作出了解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此次成
果除了观测到1.1拍电子伏光子，
还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超高能区
（0.3-1.1拍电子伏）的精确测量，
其意义何在？

曹臻：除了带来其自身对物
理理解的理论模型外，蟹状星云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即为
该能区标准烛光设定了亮度标
准 。在 最 高 能 段 的 标 准 里 ，在
LHAASO之前，没有任何手段可
以检测。也就是说，LHAASO开辟
了全新的未知领域，且制定了这
个领域的实验调查发展的标准。

打个比喻，就像提供了一把
标准计量的尺子，将来此类实验，
都要以此来检测探测器的测量是

否准确。而这把尺子，被我们中国
人找到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所提
到的“星云核心区内存在能力超
强的电子加速器，加速能量达到
了人工加速器产生的电子束的能
量两万倍左右”，此发现意义何
在？未来可运用在哪些领域？

曹臻：除了直逼经典电动力
学和理想磁流体力学理论所允许
的加速极限，未来我们还可能找
到和人类制造的地面加速器完全
不一样的加速机制和方式，对未
来地面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有重
大指导意义。

此次研究成果主要用于基础
物理的研究探索。未来如果我们
能造出更高效率的加速器，可用
于癌症治疗和诊断等领域。比如，
现在的加速器只在大型医院使
用，未来这些设备可能更加小型
化，在一些小医院里就可以使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次的
发现也是“千年等一回”，为何距

离上一次重大发现，中间隔了那
么长时间？

曹臻：科技发展是主要因素。
古代只能用肉眼观看，现在有各
种各样的波段测量仪器和手段，
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FAST）到LHAASO，其中覆
盖的能量范围是万亿亿倍，包括
射电、红外、光学、紫外、X射线和
伽马射线波段，LHAASO还覆盖
了更高能量的波段。

此外，蟹状星云爆炸后的遗
迹星云至今的辐射也比太阳大，
爆炸后形成的中子星直径约25公
里，以每秒30圈的速度急速旋转
着，整个星体至今仍以每秒1000~
1500公里的速度扩张着。经过近
一千年左右的扩展，高速旋转的
超强磁场将脉冲星表面磁层中的
大量正负电子持续不断地吹向四
周，形成一股速度近乎光速的强
劲星风。星风中的电子与外部介
质碰撞后会被进一步加速至更高
能量并产生我们看到的星云。

LHAASO 今年 8
月正式投运

“将有更多激动人
心的科学突破”

四川稻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

NASA发布的蟹状星云中心图片，中心有最明亮
的一颗中子星。图源/IC ph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