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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180期开
奖结果：312，直选：17335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6：35777注，每注奖金173
元。（42890723.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180期开
奖结果：31291，一等奖90注，每注奖金
10万元。（418672207.14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2077期全国销售
303064936元。开奖号码：05 10 11
16 19 01+10，一等奖7注，单注奖金
8488725元，追加4注，单注奖金6790980
元；二等奖96注，单注奖金127089元，追
加34注，单注奖金101671元；三等奖362
注，单注奖金1万元。（822341601.26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9
月7日)

体彩

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2180

期开奖结果：503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7月8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发布公
告，公司将于7月13日0时至7月14日24时对
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在此期间，相关用
电业务将暂停办理。

公告提醒用户，为避免因电费余额不足
而影响您用电，建议提前通过网上国网
APP、支付宝、微信等渠道购电充值。如遇用
电问题，请咨询当地供电公司客户经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7月13日0时至7月14日24时
四川将暂停充电费

“安逸四川·最美川西”2022 川西
文旅走廊精品旅游产品发布会 7 月 8
日晚在都江堰市南桥广场举行。青城
山—都江堰、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
汶川特别旅游区五大精品景区宣布建
立“川西文旅走廊”，并现场发布了清
凉指数和暑期优惠政策。此前，青城山
—都江堰景区及阿坝州各大重点景区
已出台“川渝一家亲 景区惠民游”等
优惠政策。

由于五大景区山林与水资源丰富，
此时正值盛夏，为吸引大家打卡川西文
旅走廊，特别推出了清凉指数。

与此同时，青城山—都江堰景区
现场还发布了一波新的重磅福利：
2022 年暑期（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全
国游客（含港澳台）购买青城前山景区
门票即可享受都江堰景区门票 5 折优
惠。据悉，此一波福利过后，都江堰市
虹口漂流、成都融创文旅城、熊猫乐
园、水果侠等景区也将陆续跟进发布
暑期福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爱妮 王荣

日前，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博物
馆头条和文博头条统计发布的“中博热搜
榜”发布今年第二季度全国热搜博物馆百强
榜单，百余家受到网友高频搜索的博物馆上
榜。其中，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
馆排名前十。四川博物院、成都武侯祠博物
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入选前五十。

据悉，相较上一期百强榜单，浙江自然
博物院、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
西安博物院、良渚博物院、四川广汉三星堆
博物馆、南京市博物总馆、吉林省博物院、开
封市博物馆等35家博物馆排名提升幅度在
10位以上。

与百强榜单一同发布的还有今年第二
季度“十大热搜自然类博物馆”“十大热搜革
命类博物馆纪念馆”等。

正在全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成都，截
至目前共有博物馆169家，其中非国有博物
馆 115 家。博物馆总数全国第二、民办博物
馆数量和质量全国第一。成都，算得上是一
座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

成都博物馆之所以频频榜上有名，得益
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经济水平，成都的
博物馆建设有很好的基础保证和发展根基。

自2021年三星堆最新考古发掘信息公
布以来，三星堆相关话题多次刷屏，三星堆
博物馆海内外流量与人气火爆出圈。而金沙
遗址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近年来合作密
切，共同推进“古蜀国遗址”的申遗工作，并
联合举办古蜀文明展，巡展上海市、杭州市
等总计 60 余个城市。“中国考古百年”系列
活动之“纪念金沙遗址发现 20 周年国际学
术会议”于2021年9月在成都举办，来自美
国、墨西哥等博物馆和机构的专家以视频形
式出席会议，或许这也是金沙遗址和三星堆
一起走向国际的窗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馆
入选全国热搜博物馆

百强榜前十

五大景区联手
推出清凉指数和暑期福利

成都近一周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已连
续6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中央气象台
数据显示，全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7
月9日13时的实时气温中，成都简阳达到
39.3℃，再次“荣登”全国高温榜首。然而，高
温还在不断刷新，截至7月9日16时，成都最
高气温依然出现在简阳，达到了40.3℃。

不少网友都在盼，成都到底好久下
雨？7月9日20时35分，成都市气象台发布
短时临近天气预报：目前我市彭州、新都、
金牛区和青羊区的局部地方有对流发展。
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大部地方有分散阵
雨或雷雨，个别地方大雨，并伴有短时阵
性大风，请注意防范。

成都：
一场阵雨，下得最闹热的是朋友圈

此前的19：00左右，已有市民拍到锦江
区静安路附近下雨了，并分享到朋友圈。紧
接着，武侯区、成华区、金牛区、青羊区地网
友不断传来“喜讯”：“终于下雨了”“动物园
这边，超大！”“刚过锦江区，淋了一身。”

据成都气象，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依

旧晴热当道，最高气温37℃。但天空模式
将开始切换，从前面的晴热少雨，逐步转
变为闷热多雨。10日傍晚开始有分散的阵
雨或雷雨，11日白天依旧是多云天气，最
高气温35℃；11日夜间降水明显，有阵雨
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地方暴雨。
12日白天最高气温33℃，虽然比近期的
38、39℃低了不少，但是蓉城的热感只是
由晴热转为闷热而已。

同时，四川省气象台7月9日15时30分
发布中期重要天气趋势预报：预计7月12~
14日，全省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
其中盆地西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阿坝州大部、甘孜州北部和东南部有
中到大雨。

四川：
日最高气温已破历史同期极值

记者梳理发现，自7月6日以来，共有
18个省（区、市）出现了35℃以上高温天
气，其中，宁夏、甘肃中西部、内蒙古中西
部、陕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四
川盆地、浙江中东部、上海、江苏南部等10

个区域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甚至达到
37℃至39℃，四川盆地、汉中平原、安康盆
地等地局地日最高气温超过40℃。

对此，气象专家指出，甘肃、宁夏、青
海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日最
高气温已突破或达到历史同期极值。

气象专家分析，7月11日以后，随着伊
朗高压明显减弱，我国北方地区将会出现
一次强降水过程，由此可缓解此轮高温对
北方的影响。

但南方地区的高温天气却并未得到
缓解。预计未来10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进
一步西伸北抬，控制我国南方大部地区，
南方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发展，西南地区东
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将出
现持续高温晴热天气。

这其中，四川盆地、浙江等地局地气
温可达40℃以上。

目前正值暑期，专家也强调，广大家
长和学生如有出行计划，需做好防暑降温
措施，谨防中暑，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
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杨雨奇 张炎良 北京报道

扫码详查
五大景区
暑期福利

““新铁人三项新铁人三项””后后
成都人又成水上运动高阶玩家

成都近日最高温度突破40℃，烈日火辣依旧。
火热的夏天，成都人最喜欢玩什么？爬山、骑行、露营，很

多人还没体验完成都“新铁人三项”，如今，新玩法已经来了！
桨板、皮划艇、皮艇球、桨板飞盘、赛艇……众多水上运动

受到成都人的热捧，这个夏天，成都人的快乐是水给的。

水上项目的火爆，离不开成都优美的水
域环境，以及市民对水上运动的喜爱。

已入驻江家艺苑三年的营趣FUN皮
划艇俱乐部就看中了公园的环境。“首先，
江家艺苑的地理位置优越。以往大家想到
要玩皮划艇，可能会觉得要开车去很远的
地方，但是江家艺苑是一个成都人家门口
的公园，交通便利。”赵佳说，“并且，很多
市民都会选择来绿道、公园休闲游玩，绿
道容纳的运动方式也很多，骑车、滑板、跑
步，露营等等。大家要运动、游玩，就会来
绿道公园，人气旺，这也是我们选择此处
的原因。”

“水上运动不同于陆地，有更大的自
由性，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游玩，适用场
景很广。”赵佳说，“水上运动项目也可以
作为公园游玩业态的补充，给予市民更多
选择空间。”

浪速俱乐部同样也看好成都的水环
境和水上运动的前景。“就拿锦城湖来说，
这里地理环境好，交通便利，风景也优
美。”曾浩重点提到了水质，“锦城湖的水
质非常好，清澈，没有异味。水域情况也很
好，非常适合开展水上项目。”

并且，成都人也越来越爱水上运动
了。曾浩告诉记者，2019年成都举行桨板
赛时，参与者多是国外、省外的选手，“但
是这两年成都的桨板爱好者、运动员明显
增多了，相比于2019年，起码多了三倍的
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喜爱这项运动。”

“成都就像一座大公园，到处都是绿
植、绿道、湖泊，希望未来成都可以开放更
多水域，打造更多水上运动项目，让更多人
感受水上运动的魅力。”曾浩笑着说，“毕
竟，夏天的快乐就是玩水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面对成都人高涨的玩水热情，成都浪
速俱乐部本周六在锦城湖组织了一场浪
速夏日水上大作战的活动。浪速俱乐部营
销负责人曾浩介绍说，参与者可以操作皮
划艇或者桨板下到水里，进行水枪大战。

“目前已经有70多人参加，预计总共会有
超过一百人参加。”

目前浪速俱乐部的两家店分别位于
锦城湖和麓湖，水上运动项目有桨板、皮
划艇、赛艇、龙舟、皮艇球等等，“项目很
多样，可以给市民游客更多游玩选择。水
域也足够宽阔，可以同时满足500人在水
上（运动）。”

曾浩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水上运动
很受欢迎，“前段时间很火爆，水面上都是
人，岸上还有5、60人在等，其中皮划艇和
桨板是最火的。”曾浩说，“近两天气温太
高，水面上没有遮挡，有晒伤的风险。所以
建议市民游客可以选择傍晚来玩，在晚风
中体验水上乐趣。”

除了锦城湖，其他公园也同样有玩水

去处。营趣FUN皮划艇俱乐部打造的皮划
艇项目可谓是江家艺苑的特色项目，一家
人泛舟湖上，水面波光粼粼，两侧是茂密
的植被，岸边是嬉戏打闹的人群……“成
都热爱户外运动的人很多，周末一天的预
约量在一百组左右。”营趣FUN皮划艇俱
乐部运营总监赵佳介绍，目前俱乐部有双
人艇、单人艇、平台舟等共40余艘。“周末
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约满，很多人都预约不
到。最火爆的时候码头上就站着二三十个
人，等待皮划艇空出来。”

由于水上运动受到热捧，参与其中的
人越来越多，俱乐部在这个月还上新了
SUP桨板运动，“SUP易学且充满趣味，还
能衍生出桨板竞速、桨板瑜伽、桨板漂
流、桨板冲浪、团体桨板飞盘等活动……
可以给成都市民和游客更多水上游玩选
择。”赵佳表示，最近成都天气炎热，建议
市民及游客选择上午和傍晚游玩，“没那
么晒，而且在水面上看夕阳，也是一种很
美的体验。”

“这几天太热了，必须要耍水降下
温。”为了“玩水”，成都市民罗先生预约
了本周六在锦城湖开展的桨板体验活
动。为什么选择桨板？罗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平时就很爱运动，经常参与骑行、
跑步、越野等户外运动。“我很热爱户外
运动，之前在绿道跑步的时候看到有很
多人在水里划桨板，觉得很有趣。最近
几天成都很热，觉得做一些水上运动很
合适，于是就报名体验一下。”

罗先生说，如果体验效果好，自己
还打算报个班系统学习一下这项运
动。“成都水域环境很好，能够多开发
一些水上运动，给我们更多游玩和运
动的选择。”

成都市民李先生前几天已经体验
过桨板了。“前段时间骑行比较火，当天
我和朋友其实约的绿道骑行。但是实在
太热了，路过锦城湖发现可以玩水，我

们就果断决定下水。”这次“临时起意”
给了李先生极好的体验，“在夏日炎炎
的傍晚，坐在桨板上看日落，感觉很宁
静。”李先生说，他以后还会再来玩桨
板，“凉快，又好耍。”

市民桑女士则是在网上看到推荐
后，去到江家艺苑玩皮划艇。“水很干
净，周围环境很好，泛舟湖上感觉非常
好。”桑女士笑着告诉记者，自己去的时
候是周末，在码头等了好一会儿才等到
皮划艇，“很多人带着娃娃来划，不来还
不知道，原来这项活动已经这么火了。”

记者在网上搜索，不少在成都体验
过水上运动的人都纷纷发表感想：“划
着皮划艇荡舟湖上，吹着小风，很舒服，
下次试一下桨板。”“湖面上好热闹，还
有划龙舟的！”“湖里清澈见底，旁边就
是绿道，环境舒服宜人。”“没有人会拒
绝在一个好天气出来戏水吧？”……

火热天气下
划桨板等水上运动受热捧

成都终于下雨了！
风格切换 晴热转闷热
未来十天，四川局地气温仍可达40℃以上

划桨板运动受到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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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划艇、赛艇、皮艇球……
水上运动选择多2

公园环境优美，水域状况好
玩水上运动的越来越多3 7月8日下午，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有游客

从甘孜泸定桥坠入了大渡河，后续情况不明。
网传视频显示，正值汛期的大渡河水流湍急，
一人在河中只露出一个脑袋，并随着河水漂
走。视频中有人大喊：“有人掉下去了。”

7月9日中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致电泸定桥景区，一位工作人员称此事正在
调查之中。而泸定县公安局泸桥派出所一位
工作人员则表示，还在进行搜救工作。

记者注意到，行人落入泸定桥景区附近
的大渡河已非首次。微博认证为泸定县委宣
传部的泸定之声在2019年9月22日曾发文
称，中午12时22分，一少女在滨河长廊玩手
机不慎掉入大渡河。泸定桥景区工作人员、
公安干警和群众及时发现并将落水人员救
起，送往县人民医院医治。

7月9日中午，泸定县公安局发布通报
称：7月8日17时07分，泸定县公安局指挥中
心接报警，称有一男子从泸定桥处坠河。接
警后，县局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并会同消防
救援等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截至目前，暂未发现落水人员踪迹，相
关力量正在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相关情况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当地曾呼吁，泸定桥景区及滨河长廊周
边过往的行人及游客，重视安全，珍爱生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男游客泸定桥处坠河
警方正全力搜救 当地曾呼吁重视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