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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曹家象”之后，成都又多一位卡通文明宣传员

“石小羊”：哪里需要，哪里就有我！

“文明城市，同心抗疫，
请大家保持一米距离依次
排队做核酸哟。”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
规定范围内哦。”

“再忙也别忘记正确佩
戴口罩，扫码测温哟”……

近日，成都高新区交子
大道上线了两只“羊”，他们
穿梭于地铁口、写字楼、便
民核酸采样点，向来往居
民、企业职工讲解防疫知
识，进行文明宣传。

今年4月，曹家巷社区
的专属IP“曹家象”出现在
社区防疫一线，后来又有了
新身份——卡通文明宣传
员，其可爱的形象刷爆了成
都人的朋友圈。彼时，就有
来自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
的网友隔空喊话，希望来一
只专属IP“石小羊”。

“没想到还真的有了！”
8月8日，王女士在交子大道
悠方购物中心巧遇“石小
羊”，并带着孩子参与了现
场答题互动。“非常新颖。孩
子很喜欢这种宣传形式，大
人也可以跟着一起学习，争
做文明成都人！”

当天亮相是“石小羊”
首次“三次元”化。而8月11
日，“石小羊”首次登上荧
屏，出现在了文明宣传系列
情景短剧中。

上新了！一波家门口的学
校、医院又有新进展。

建设路小学建功校区项目
预计本月底完工

投资2.8亿元的建设路小
学建功校区，目前正在加快建
设，预计本月底完工。

建设路小学建功校区位于
跳蹬河街道枫林路，紧邻建设
南路，占地面积约1.08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
米，设计办学规模22个班，可容
纳990名学生，将配备教学楼、
办公楼、食堂、图书馆、室外操
场等。待学校建成投用后，将优
化片区教育资源，方便居民子
女入学。

该项目的一大亮点是，采
用了架空屋面运动场的设计方
式，合理规划设计了一个3500
平方米的平台，同时配备下沉
式篮球场，充分保障孩子们的
运动空间。

据成华区城投公司工程二
部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项目已
经基本完成装饰装修施工，正
在开展室外的总坪施工，预计
本月底就可以全面完工。

谕亭小学叠秀校区
今年9月正式投用

新都又上新一所全日制公
办小学——谕亭小学叠秀校区。

谕亭小学叠秀校区项目地
处新都区三河街道保利198片

区附近。校区由教学楼、报告
厅、行政综合楼及操场等主要
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约16000
平方米，规划24个教学班，预计
提供学位1080个。

目前，谕亭小学叠秀校区
项目已经竣工，将于今年9月正
式投用。

金牛区中医医院项目
预计2023年12月完成

位于金牛区天回镇街道的
金牛区中医医院项目，现场施
工作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项目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医院预计2023年12月建成，将
辐射天回镇等城北片区，让居
民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项目承建方负责人介绍，金牛
区中医医院将打造成为城北区
域中医主题鲜明、学科特色突
出、综合服务能力较强的三级
综合医院。

金牛区中医医院项目位于
天回镇街道万圣社区7组，毗邻
市政道路、住宅建设区，有学校
及各种市政配套建设场地。

项目以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为 建 设 标 准 ，总 建 筑 面 积
112666.78平方米，占地面积
24621.84平方米，其中门诊大
楼5层，住院大楼14层，科研楼5
层，共计700张床位（含20张负
压床位）。项目于2021年3月1日
开工建设，预计2023年12月完
成。 据成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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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成都上新一波学校、医院

除了购物中心，8日当天，“石小
羊”还出现在了地铁、写字楼、核酸检
测现场。

“我们根据不同场景，定制了不
同宣传内容。”石羊街道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比如，炎炎夏日，商场内人
流量较大，“石小羊”便在商场与市
民进行知识有奖互动；中海国际F座
写字楼里以年轻职工为主，针对年
轻人喜欢点外卖吃轻食的习惯，“石
小羊”围绕垃圾分类、文明餐桌、节
约资源、理性消费等文明知识进行
宣传；在地铁5号线交子大道站，“石
小羊”又在上下班高峰期向乘客宣

讲文明乘车，并对未正确佩戴口罩
的乘客加以提醒。

这样的做法，也得到市民的热情
回应：

“寓教于乐，孩子在游戏中就能学
习到文明知识，特别有意义。”

“羊羊很可爱，给大家带来了很多
有用的生活小知识，特别是垃圾分类
方面，我们要一起争做文明人。”

……
“化身文明宣传‘科代表’与居民

良好互动，本身也是一种社区氛围营
造。”上述负责人提及，在互动过程中，
还有很多市民关心高温天气下，玩偶

扮演者热不热。“目前‘石小羊’主要是
在商场、写字楼里开展宣传，避免高温
时段出现在户外。同时，街道有工作人
员每20分钟轮换一班，社区也给‘石小
羊’准备了冰冰贴和冰马甲，做好防暑
降温措施，请市民朋友们放心。”

接下来，“石小羊”将常态化出现
在石羊街道社区院落、写字楼、街头，
配合工作人员、网格员、居民骨干志愿
者进行文明宣传。“我们还将以‘石小
羊’为IP，探索更新颖的宣传形式，比
如拍摄‘石小羊’文明宣传系列情景短
剧，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该
负责人表示。

为何选择以“石小羊”玩偶的形
式进行宣传？

石羊街道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普通宣传一般靠社区工作人员通
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以及公
共投屏的形式推送，“传统的宣传方
式触达度、参与度都不高。”

去年，石羊街道办就想出专属虚
拟卡通形象的点子。“我们设想，如果
有一个可爱的虚拟形象在社区工作
中进行宣传劝导，或许能起到更好的
宣传效果。”该负责人说。

“石小羊”形象出炉背后，也有一
段故事。

石羊是一个历史文化厚重的地
方，又是一个充满现代活力的地方。
辖区现有居住人口30余万，来自五湖
四海的居民和从业者聚集在这里。该
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设计一
个传统却不保守、可爱又充满活力的
卡通形象，成为石羊街道的LOGO，
增强辖区居民和从业者的文化认同，
激发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最终，石羊
街道办于去年推出了街道吉祥物
——“石小羊”。

“‘石小羊’有一张灿烂的笑脸，他代
表了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当
代石羊属性，也囊括了正义、善良、勇敢、
安全、服务、幸福快乐的特点。”该负责人
介绍，一开始，“石小羊”是以LOGO、手
办等形式出现，此次化身文明“科代表”，
是第一次“三次元”化。

“‘石小羊’也不仅仅是文明‘科代
表’，他还是一个符号、一个正面榜样，
哪里需要他，他就会出现在哪里。”该

负责人提及，此前，“石小羊”就曾在石
羊购物节、单身联谊会等多个场合使
用。同时，结合辖区居民特点，石羊街
道办还推出了结合“八大群体”职业服
饰特点的“职业石小羊”，包括“外卖员
石小羊”、“保安员石小羊”等，这些卡
通形象制作成的雕塑，成为许多年轻
朋友的“网红”打卡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实习生 刘炜炼 图据受访者

“石小羊”亮相不同场景，当起文明宣传“科代表”A

“石小羊”形象出炉背后，有一种社区文化认同B

8月8日至12日，由成都市城管委
牵头，市委社治委、市公安局、市民政
局等部门组成5个执法检查小组，每
日19时至23时在“11+2”中心城区开
展“中元节”文明祭祀专项检查，依法
引导、劝阻、查处各类违规焚烧香蜡、
纸钱等祭祀行为。其中河道沿线、公
园、广场、绿地、林地、背街小巷、闲置
地块等为重点检查区域。

据了解，与2021年同期相比，今
年成都市“11+2”中心城区市民焚烧
香蜡纸钱现象大幅减少，“5+1”区域
违规焚烧现象基本消除。广大市民认
可并积极参与文明祭祀活动，文明祭
祀风尚初步形成。

公园里锻炼、遛弯的人越来越多
焚烧香蜡纸钱的现象鲜有发生

8月8日晚7点半，第一执法检查
小组来到锦江区东湖公园。夕阳余晖
下，不少市民沿着河边散步、骑行、锻
炼，享受闲暇时光。迎着河畔晚风，执
法队员们深入沿河两岸，仔细查看是
否有焚烧香蜡纸钱的情况。“往年这

个点位出现过不文明祭祀行为，今年
我们联合街道每天早晚不间断地对
河岸重点区域进行巡查，并提前进行
文明祭祀宣传，让市民认识到文明祭
祀的重要性。”锦江区执法队员表示。

穿过绿林步道，沿着河边前行，
东湖公园内环境优美干净，河岸边不
时有白鹭飞过。“早几年还有个别市
民在河岸边进行传统祭祀，近几年
来，随着文明祭祀的普及宣传，焚烧
香蜡纸钱的现象鲜有发生，公园里锻
炼、遛弯的人越来越多。”来公园跑步
的市民张女士说。

8月12日晚，在对青白江区、新都
区城市绿化带的巡查过程中，成都市
城市管理委员会执法队员发现并处
置违规焚烧3处，及时制止正在进行
的不文明祭祀活动1起。夜晚8点45分
左右，在新都区工业大道旁的绿道
内，有男子正点燃香烛，祭奠故人。巡
查的执法队员发现后，立即上前制
止，并为其讲解如何文明祭祀。该男
子意识到自己不文明的祭祀行为，表
示以后不再烧纸钱祭祀，待香烛熄灭

后便离开了。
对于如何文明祭祀，路过的市民

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张女士说：“一
些老一辈的人可能还保留着纸钱祭
祀的习惯，但现在都提倡用鲜花嘛，
文明又干净。”方先生也表示：“我们
已经好多年没有烧香蜡纸钱了，毕竟
在野外烧纸钱存在安全隐患，用鲜
花、果盘祭奠先人，也是一样的，心意
到了就好。”

发放“文明祭祀暖心包”
内含鲜花、卡片和文明祭祀倡议书

8月以来，成都市各级行政执法
单位针对文明祭祀进行广泛宣传，让
文明祭祀的观念深入人心。期间，武
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武侯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浆洗街街道办事处联
合组织志愿者队伍，共同开展“绿色
中元 志愿有我”文明祭祀宣传活动，
向社区居民进一步倡导“中元节”文
明祭祀，营造安全、文明、清洁、环保
的城市环境。活动期间，志愿者积极
向居民宣传文明祭祀的方式，发放了

100个内含鲜花、卡片和文明祭祀倡
议书的“文明祭祀暖心包”。居民表
示：“鲜花虽小，情感却真。”

此外，成都市各级行政执法单位还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开展

“中元节”文明祭祀宣传活动。成都东部
新区综合执法局相关人员介绍，为营造
安全、健康、有序的中元节祭祀氛围，他
们还借助各街道、社区文化广场等10余
处LED电子显示屏，全天候滚动播放文
明祭祀宣传动画，依托街道宣传橱窗、
社区活动室、文化广场等场地发放及张
贴《文明祭扫倡议书》。

同时，各区（市）县政府、街道办
事处和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及基层执
法队伍全力投入文明祭祀宣传、巡查
和劝导工作。截至8月12日，成都全市
共出动各级工作人员、执法人员、社
区志愿者等9万余人次，组织开展了
500余场次文明祭祀主题志愿活动，
共发放宣传海报、倡议书等31万余
份，张贴禁烧通告2.6万余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实习记者 闫晓峰

文明祭祀文明祭祀
今年成都市民焚烧香蜡纸钱现象大幅减少

上接01版 从时间成本来
看，传统的高通量筛选意味着
5到10年的周期，超算可以将这
个时间缩短至几个月内。

在成都超算中心赋能下，
该研究也在初步的阿尔茨海
默症动物模型治疗上取得积
极的结果——今年年初，根据
初步动物模型实验影像数据，
通过使用阿尔茨海默症药物
新制剂，“几乎完全清除阿尔
茨海默症物理病灶”。

“截至目前，临床上尚无
可以清除阿尔茨海默症物理
病灶的药物。”田肖和表示，本
研究有望借助多学科合作的
优势，突破对阿尔茨海默症中
晚期无有效药物的科学瓶颈
问题。

目前，该研究正处于动物
试验后期阶段，预计下半年将
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公开发
表。在转化方面，该研究将通
过位于浙江的安赛巴瑞公司
进行市场转化，正同步申报国
内外临床试验批件，力争完成
阿尔茨海默症药物新制剂（产
品）临床前研究1项。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目
前只是清除了物理病灶，即解
决发病机制问题。但如何修复
神经系统，恢复认知还需进一
步研究。后续，田肖和团队也将
在此基础上对研发进行迭代。

新应用
有望在女性癫痫、帕金森
等领域取得新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超算
中心不仅加速了研发转化，还

拓展了应用边界。
田肖和表示，团队的精准

药物靶向技术相当于一个地
基，可以此为基础盖高楼。“我
们的精准药物靶向技术和成
都超算中心的超强算力结合，
可以精准地靶向到你想要靶
向的器官。”也就是说，该研究
不仅仅可以用到阿尔茨海默
症的治疗，还具备普世性，比
如用于癫痫、帕金森、急性胰
腺炎等疾病治疗。

另一个值得期待的是，田
肖和透露，研究团队将与华西
医院神经内科合作，就女性癫
痫疾病治疗问题进行研究。

“市面现有治疗女性癫痫
的药物存在一个‘致命’缺陷，
即对女性生殖系统影响很大，
甚至可能让女性永久丧失生
育功能。”如何对纳米药物载
体进行修饰，让其直接进入大
脑治疗癫痫，而不被生殖系统
摄取？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团
队也将利用精准药物靶向技
术进行研究。

从项目本身来看，脑科学
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涉
及血液流体动力学、药物动力
学、热力学等多种学科，中欧
科学家都在贡献力量。

从中国来看，临床前的研
究主要都在华西医院进行，

“主要提供动物资源、药物资
源、临床资源等”。成都超算中
心、天府生命科技园等园区的
共性平台也为研究提供了平
台支持。

这项中欧科研团队共同
研发的项目，最终将在国内实
现落地转化。

“石小羊”化身文明宣传员

“职业石小羊”

8月13日，宝信·青城酒店
（希 尔 顿 Tapestry Collection
by Hilton）开工活动在都江堰
市青城山镇举行，宝信·青城酒
店项目正式开工。

据介绍，宝信·青城酒店项
目位于青城山高铁站南侧，占
地约33亩，总投资约2亿元，由
希尔顿旗下的Tapestry Col-
lection酒店品牌管理运营，建
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规划套
房约200间。项目建成后，将和
青城豪生、青城六善等高端酒
店、民宿一起，加速构建高端酒
店集群，提升旅游服务能力。

近年来，旅游需求的多元
化、旅游产品的多样化、旅游
服务的个性化等越来越凸显，
都江堰旅游住宿业也抓住契
机，迎来了高质量发展，以青
城山区域的酒店为例，将文化
融入山水，其特色源于传统，
以精致完善的酒店硬件和温
暖体贴的管家服务赢得了客
人的称赞。

据悉，同属于都江堰市李
冰文创旅游功能区片区的五粮

液青城山国际康养中心、东软
智慧健康产业园等重大项目，
青城山旅游交通枢纽、M-TR
旅游客运专线等基础配套项目
也在加快建设中。记者了解到，
今年下半年，青城山奥特莱斯
购物综合体、黄金骏马啤酒产
业园、成都益志智能机械设备
制造等重大项目也将在都江堰
市陆续开工建设。

下一步，都江堰市将聚焦
世界旅游目的地核心功能，培
育区域经济新极核。突出重点
片区和项目集群，以青城山镇、
玉堂街道70平方公里的示范区
重点片区，启动青城山独立成
市、玉堂未来公园社区和世遗
旅游环线建设，打造都江堰—
玉堂窑—芒城遗址—青城山旅
游主轴，重点布局熊猫家园、青
山药谷等项目，加快培育“大遗
产、大青城、大灌区、大熊猫、大
冰雪”五大IP矩阵，抓住三个做
优做强示范区等机遇，全面发
力、全力冲刺，掀起一股拼经济
搞建设抓发展的热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加速构建高端酒店集群
都江堰青城山下又一项目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