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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晚，成都城市音
乐厅上演中文原创音乐剧《人
间失格》，刘令飞和白举纲分别
扮演剧中的太宰治和叶藏，而
且是交叉互演。

为了拍这部音乐剧，国内
戏剧制作厂牌“染空间”组建了
一个跨国班底：中国制作人梁
一冰，中国编剧文雅和章明珠，
美国作曲家弗兰克·怀德霍
恩，英国舞美大师莱斯利·特
拉弗斯……弗兰克和莱斯利
都是世界知名的大师级人物，
曾经横扫中国音乐剧市场的

《变身怪医》正是由弗兰克谱
曲，此番这也是他首次为中文
音乐剧写歌。

作为自己的第一部中文
原创音乐剧，《人间失格》被
弗兰克形容为“创作生涯迄
今遇到的独特挑战”。创作伊
始，他便写下几十篇音乐笔
记，这些碎片经过反复打磨，
成为舞台上风格各异的 30 首
歌曲。“希望这是我与中国观
众直接、长久、美好关系的开
始。”弗兰克说。

8月11日晚，包括刘令飞、
白举纲在内的主演与大家分享
了出演这部作品的感受。这是
白举纲第一次出演音乐剧，接
受记者采访时小白表示，自己
一开始是拒绝的：“我本人性格
很二、很直接，但叶藏是唯唯诺
诺的，性格差别太大了。后来听

了弗兰克的音乐，看了舞美设
计等等，让我期待不一样的经
历，觉得会有一些故事发生。”
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新鲜感、
挑战感，让他最终站上了这个
新鲜的舞台。

剧中两个主角太宰治和叶
藏既相似又不同。创作过程中，
主创团队有了一个大胆设想
——让两位演员换位思考、交
叉互演。“同时挑战两个角色，
我演了那么多音乐剧，这是第
一次。说实话挺冒险的，但我们
都做到了。”刘令飞感慨小白也
有了长足进步，“小白很有胆
量，第一次就演这么难的两个
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12日晚和
13日下午上演的《人间失格》，
也是 2022 成都国际音乐剧节
的开幕大戏。

记者了解到，2022成都国
际音乐剧节以“原创·未来”为
主题，除《人间失格》外，精品
剧目展演板块将为成都观众
持续带来中国原创音乐剧，无
论是“声入人心”成员张博俊
第一次回家乡参与的成都原
创音乐剧《别离》，还是被业内
誉为“中国原创音乐剧之光”
的《在远方》，以及穿越千年回
响的《丝路之声》，中国原创音
乐剧力量将在此集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抚琴街道金鱼街社区书记何娅
当天也参加了这场交流会，让她惊讶
的是，小区总共才 400 多户家庭，现
场就到了 200 多人，“大家都非常热
情，特别是在教育交流环节，毫无保
留地分享，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活动
确实很有意义。”

活动结束后，大家提议，希望类
似活动每年都能举办。业主何女士
说，当听完小吴同学和吴妈妈的分享
后，自己触动挺大，“小吴同学在分享
中提到自己很喜欢体育，上了高中基
本每天都坚持锻炼，果然劳逸结合才
是最好的。另外，小吴分享的英语和
语文的阅读小技巧，我们家孩子也觉
得很受用”。

还有业主认为，自己平时爱唠
叨孩子，但吴妈妈在分享中特别强
调，家长在高中阶段尤其要做好安
静陪伴，不要太过于关心，也不要唠
叨，尽量不要给孩子太多压力。

此外，另一位业主杜女士还决定
自费给小区里的优秀孩子发红包，

“只要有优秀学生，我年年都愿意奖
励，也希望借此在小区中营造一种爱

学习的氛围”。
作为主角之一的小吴同学，高中

就读于成都七中林荫校区，今年高考
取得了698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录取。当业委会负责人找上门
时，小吴很爽快就答应了，不但精心
准备了分享内容，还自费购置了一些
文具赠送给小区里的弟弟妹妹们。

“如果我的一点经验之谈能够带给大
家启发，这当然是件好事。”

吴妈妈也表示，孩子考上大学，
邻居们前来祝贺并进行交流，自己也
感受到了浓浓的邻里情，“可以这样
说，这孩子也是邻居们看着长大的，
现在他（小吴）能为弟弟妹妹们做点
事情，于情于理都是应当的”。

由于本次交流会反响热烈，大家
初步决定，把这样的教育交流会办成
小区的一个传统。业委会负责人说：

“重视学习，重视教育，这样的小区氛
围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既然邻居们都
支持，我们就有做下去的动力。当然，
交流会邀请的嘉宾不会局限于考上
北大清华的娃娃，不能简单地认为考
上清华北大才是优秀的。”

8月12日，记者从成都市人民政
府官网获悉，《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
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条
例》中专门对使用非机动车从事快
递、外卖、物流等经营活动的企业责
任进行了明确，要求其要为电动自行
车驾驶人配备安全头盔，根据需要购
买第三者责任险、驾乘人员人身意外
伤害险等相应的保险。

同时《条例》明确，禁止用电梯轿
厢运载电动自行车，若有违反，单位
将面临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个人将面临警告或五百元以下罚款。

企业要为驾驶人配备安全头盔
根据需要购买相应保险

《条例》明确，规划和自然资源、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在新建、改建、
扩建城市道路时应当按照规范要求
同步规划、配套建设非机动车道。对
已建成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或
者未配套建设非机动车道的，应当根
据道路实际状况对机动车道规划进

行调整，恢复或者改建非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应当

根据相关国家标准及道路实际通行
条件设置隔离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
未经批准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停放
车辆、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妨碍非
机动车通行的行为。

同时，《条例》鼓励非机动车所
有人或管理人投保第三者责任保
险、人身伤害保险和财产损失保险。

对于使用非机动车从事快递、外
卖、物流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本单位所属的
非机动车驾驶人以及用于本单位业
务经营的非机动车进行管理，并将非
机动车安全管理纳入内部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明确安全责任人；建立健
全非机动车驾驶人及非机动车管理
台账，组织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消
防安全等法律、法规培训、考核；不
得安排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等存
在安全隐患的人员驾驶非机动车；
做好非机动车维护、保养等安全检
查工作；督促驾驶人使用符合国家
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充

电器等产品；督促驾驶人规范停放
和安全充电。

此外，企业要为电动自行车驾驶
人配备安全头盔，根据需要购买第三
者责任险、驾乘人员人身意外伤害险
等相应的保险。

用电梯轿厢运载电动自行车
单位处5千以上5万以下罚款

随着电动自行车的不断增加，
《条例》对非机动车的停放与充电管
理也进行了专门明确。其中指出，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将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的设置纳
入城市道路相关建设规划和住宅小
区、单位建设规划，推动已建成的住
宅小区新建、改建、扩建敞开式地面
车棚等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场所及充
电设施。

其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
门应当组织制定本市住宅小区非机
动车集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配套
建设标准。交通枢纽、商业集中区、文
化体育场馆、公园、学校、医院等非机

动车停放需求较大的公共场所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配套规划、建设
非机动车公共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

有条件的住宅小区、单位应当根
据需要设置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场所。
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设置集中停放
场所的，应当根据需要划出一定的安
全区域，设置相对集中的非机动车临
时停放点。

《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充电时
应当规范停放，确保安全。禁止在不
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室内场所以及
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
口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禁止用电梯
轿厢运载电动自行车。若违反以上规
定，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对单
位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此外，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
所应当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鼓励和
支持在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设置具
备定时充电、自动断电、故障报警等
功能的充电设施，以及火灾自动报警
和自动灭火设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8 月 12 日，成都继续发布
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高温天气
持续，最离不开的就是水。成都
市自来水供应情况如何？

记者从成都市自来水有限
责任公司获悉，今年夏季，该公
司自来水供应量总体有所增
长，7 月最大日供水量达到历
史极值 330.48 万吨，日均水量
313.79 万吨。8 月，公司日供水
量较7月有所下降。截至目前，
8 月日均供水量 305.46 万吨，
最大日供水量 314.86 万吨，供
水平稳。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管理部负责人介绍，该
公司采用多环网供水系统、供
水互联互通方式，保障成都市

“5+2”区域以及郫都区的自来
水供应。针对夏季持续高温下
供水需求变化，该公司提前预
测水量增长，挖掘水厂极限产
能，提前打通输配水瓶颈，提升
供水环网输配水能力，平衡各
区域压力；精准校核1000余个
监测数据，确保监控数据准确、
预警机制有效，多维度确保自
来水供应平稳。

该负责人表示，地球上的
淡水资源非常有限，仅占全球

水储量的 2.53%，其中大部分
分布在两极和高山的冰雪及永
久冻土层中，无法使用，所以节
约用水是维持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重要手段。一般家用水龙
头口径为 DN15，即水龙头外
径为21.3毫米。按此计算，水龙
头开满时，一小时将流失 1.27
吨水；水龙头忘记关一天，将会
流失30.48吨水。

日常生活，如何节水？该负
责人介绍：

洗衣时，衣物集中洗涤，减
少洗衣次数，小件、少量衣物用
手洗，适量投放洗涤剂。

沐浴时，洗浴间隙要关闭
水龙头，控制洗浴水量和时间，
建议淋浴，收集利用浴前冷水。

餐厨用水时，清洗餐具前
先擦去油污，少占用餐具，减少
洗涤用水，收集利用洗菜水和
淘米水。

洗漱时，洗漱间隙要随手
关闭水龙头，控制洗漱水量和
时间，适量使用洗手液，减少冲
洗水量。

冲厕时，要正确使用便器
大小水按钮，冲厕优先使用回
收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成都一小区14年来5人考入北大2人考入清华

不是什么学霸小区
只是教育氛围很浓

个人用电梯运载电动自行车
或面临500元以下罚款

《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近日，成都市金牛区抚
琴街道人和逸景小区举办了
一场优秀学子交流会。刚被清
华大学录取的小吴同学分享
了他的学习经验，小吴的家长
也讲述了教育孩子的一些经
历，几十位业主还就日常的一
些教育困惑进行了交流。

两个多小时的交流结束
后，一些家长意犹未尽，大家
互留联系方式，约定今后多交
流。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
计，这个“牛”小区从2008年
以来，至少已有30名孩子升
入国内外名校，其中5人考入
北大，2人考入清华。

对此，业委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其实小区对口学校并
非“顶尖最牛”的，但“重视教
育在小区里算是一个传统，而
且氛围很好”。

在采访中，记者还从业委会和多
位业主处了解到，小区并不是第一年
有人考上清华北大。根据大家的不完
全统计，从 2008 年以来，小区一共 5
人考入北大、2人考入清华，另外还有
13 人考入“985”“211”高校，如北航、
南航、电子科大等。此外，还有10名孩
子被国外名校录取。

这不禁让人好奇：这到底是个啥
小区？为啥这么牛？难道是因为对口
学区很好，孩子们小学和中学都上的
名校吗？

记者了解到，人和逸景小区位于
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街道，小区楼栋总
数只有4栋、495户，建成至今已近20
年，规模不大，楼龄也不算新。

在学区方面，该小区对应的小学
为成都金琴路小学；初中实行多校划
片，对应学校分别为成都市第十八中
学校、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成都七
中万达学校通锦校区（原通锦中学）、
成都市金牛实验中学校、西南交通大
学附属中学。

一直以来，整个金牛区在家长中热
度最高的小学，也就是家长们常说的

“三驾小马车”，即石笋街小学、茶店子
小学、人北小学，金琴路小学并不在这
个序列中，换句话说，这个楼盘的对应
小学是比较普通的。对应的几所初中，
放在全成都比，也只能算比较均衡。

对此，周围一些小区的业主都很
好奇，这个小区既然学区没啥优势，
为啥孩子们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

业委会和业主们觉得，这很难说
有什么直接原因，但“重视教育在小
区里算是一个传统，而且氛围很好”。
小区里的住户有树德中学的老师，有
交大附中的老师。其中，交大附中这
位老师还是省优秀教师、学科带头
人，邻居们有教育疑难问题，都爱找
这位老师咨询。

此外，多位业主证实，小区里还
有一些退休教师，平时利用学科所
长，义务指导小区孩子的学习。业主
们还特别提到前文讲到过的业主杜
女士，她非常热心公益，尤其热心教
育公益事业，资助了多名贫困学生。

如今，这个比较牛的小区已经在
周边传开，是否有更多人来咨询小区
的房屋呢？从业委会到业主们大都摇
头表示，举行这次优秀学子交流会之
前，他们就定好了两条原则：一不传
播教育焦虑，二不炒作房价，“多年
来，小区业主流动性不大，大家一起
生活了十几年，也算是老朋友、老邻
居了，所以借此机会坐在一起交流下
娃娃的教育，营造重视教育的氛围，
解答更多年轻家长们的一些教育困
惑，仅此而已。”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殷建 受访者供图

8 月 9 日 8 点过，人和逸景小区
业委会主任刘金兰和同事们就忙起
来了。交流会的地点早就选好了，在
小区中庭处的一个小花园里。他们要
赶在9 点交流会开始前，把鲜花、蛋
糕、气球、话筒等全部准备好。

业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小
区业委会今年6月才成立。成立后，大
家就琢磨着为业主们做点什么。在收
集资料和征集意见的过程中，大家注
意到，六七月份正值招录放榜季，不
少住户的孩子陆续收到了通知书。

在统计录取情况时，大家既惊又
喜：小区今年1人考上北大，1人考上

清华。“小区里的娃娃取得了这么好的
成绩，太值得祝贺了。不少业主也跟我
们反映，很想向这两家的父母取点
经。”交流会的想法就此产生，并相继
敲定了主题、流程、邀请嘉宾等。

由于考上北大的那位同学外出
旅游，最终主题被定为清华学子交流
会。业委会提前在业主交流群中收集
了问题，例如，高中阶段应如何引导
孩子自主学习、家长们应怎么陪伴高
中阶段的娃娃等。“当时有21个业主
在群里接龙提问，我们就把这些问题
提前整理好，然后在当天交流。”业委
会相关负责人说。

娃娃取得好成绩，业主们都想来“取经”惊喜

每年举行，嘉宾不限于清华北大学子

对口学区并非“顶尖”
但小区教育氛围很好

约定

揭秘

成都市自来水公司：
供水平稳，7月达历史极值

2022成都国际音乐剧节昨晚开幕
刘令飞白举纲交叉互演《人间失格》

演出现场（剧组供图）

8月12日，首届“峨影熊猫
儿童电影季”启动仪式在成都
峨影1958电影城举行。

“峨影熊猫儿童电影季”以
“红色光影 快乐暑假”为主题，
开展“关爱乡村学生公益观
影”、儿童电影高峰论坛、“重走
长征路”等系列活动。

其中，“关爱乡村学生公
益观影”活动，拟走进四川省
98 家乡镇影院以及 180 余个
室内固定放映点，邀请乡村
学生免费观影。

本次公益观影活动观看
的影片共计 800 余部，其中包
含主旋律影片、动画片、纪录
片、科幻片等。其中主旋律影
片包括《金刚川》《我和我的
祖国》等；动画片包括《雄狮
少年》《新神榜：哪吒重生》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
来》等；纪录片包括《厉害了，

我的国》《武汉日夜》《港珠澳
大桥》等；科幻片包括《流浪
地球》等。

本次活动的开幕影片是
《外太空的莫扎特》，该片由陈
思诚编剧、导演，黄渤、荣梓杉
领衔主演的家庭奇幻喜剧电
影，目前票房已达2.2亿。启动
仪式现场，嘉宾为“我是小编
剧”四川儿童电影优秀剧本征
集大赛获奖人员颁奖。

峨眉电影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裁向华全表示，通过“峨
影熊猫儿童电影季”系列活动，
为少年儿童带来一个精彩纷呈
的暑期。60 多年来，峨影拍摄
出品了《熊猫的故事》《自古英
雄出少年》《红衣少女》等脍炙
人口的少儿电影，陪伴着一代
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赵洺瑶

首届“峨影熊猫儿童电影季”启动
800余部影片免费看

考入清华的小吴同学和业主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