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4日，四川绵竹市清平
镇发生惊险一幕，一名 20 余岁
的小伙子不慎溺水，危急关头，
一对父女果断下河救起他。而在
小伙子被120急救车接走之后，
救人的父女俩悄然离开……

8 月 15 日，经多方寻找，终
于确认这位救人的女孩是绵竹
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
护士李丽。说起当天和父亲一起
救人一事，李丽坦言，这是医务
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父女携手：
父亲调转车头救人
女儿当即心肺复苏

14 日下午，李丽和家人自
驾到清平镇游玩，当车沿河行驶
到棋盘村时，同行的亲戚突然发
现河流里有个人在扑腾。李丽的
父亲李云清马上停车，一家人跑
到河边看到，这名溺水者多次想
爬起来，但由于水流过急都没成
功，随后便没了声息。

“赶紧上车，我们去救他。”
李云清大喊一声，他们随即上了
车。李云清调转车头，迅速朝下
游开去。李云清是名出租车司
机，对清平的路况较为熟悉，他
果断地在一个下河的路口将车
开了下去，随后冲下河堤，李丽
也紧跟其身。赶到水边时，溺水
者刚好被水流冲到这里，并且已
经呈俯卧位趴在了水中。李云清
当即下水将溺水者拉上了岸。

小伙子被救上来后，脸色发
紫，已经没有意识和呼吸心跳。

李丽立即对他进行心肺复
苏，在按压了近一分钟后，小伙
子吐了两口水，终于恢复了脉搏
和心跳。随后，周边赶来的热心
群众和他们一家人一道，将小伙
子抬到河堤上，继续对他进行肺
部排水等应急处理。

在经历了近十分钟的抢救
之后，小伙子终于恢复了意识。
李丽长舒了一口气。120急救车
赶到后，李丽和家人才放心悄然
离开。

护士女儿：
“作为医务人员
碰到了肯定会救”

一家人离开时，并没有留下
任何与身份相关的信息。

但围观群众中却有人认出
了李云清，他庆幸地说：“小伙子
命真大，多亏了李四哥（李云清
小名）和他在县医院（绵竹市人
民医院）上班的护士女儿。”

聊起当天救人的事情，李丽
还心有余悸：“我爸爸的判断太
准确了，我们冲下河时，那名溺
水者刚好被水冲到我们面前，前
后误差就一两秒钟，我爸说如果
再迟点，小伙子肯定没救了，因
为再往下走，就没有可以下河的
地方了，那么急的水，靠双脚根
本追不上。”

虽然当天情况危急，但李丽
说，“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只要碰
到了，肯定会义不容辞去救的。”

谭明剑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王明平

自驾出游遇小伙溺水
父亲调转车头救人
女儿马上心肺复苏

近日，有关阳光玫瑰葡萄价格跳
水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问世之初，阳光玫瑰葡萄在国
外一串售价曾高达500元人民币，平
均一颗 10 元。自 2015 年后，该品种
逐渐在中国流行，在超市售价曾一
度高达300元/斤。不过，神话未能延
续，这两年阳光玫瑰价格出现“断崖
式”下跌。

那么，今年阳光玫瑰价格如何？
近日，记者走访了四川西昌等地的阳
光玫瑰葡萄产地发现，目前批发价大
多在每斤10元左右，最低的每斤四
五元，相比三年前，价格已腰斩。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种植阳光玫
瑰葡萄，种植面积已超100万亩。多
名业内人士表示，受供求关系影响，
阳光玫瑰价格下降是必然，“今年每
斤的收购价普遍比去年低3至5元”。

▶▶现状现状
批发价每斤12元
价格较三年前已腰斩

8 月 15 日至 16 日，记者来到
“中国晚熟葡萄之乡”四川省西昌
市，这里的晚熟葡萄种植面积在
2020 年已突破 10 万亩，种植规模
四川省第一，西昌也是四川省种植
阳光玫瑰葡萄最多的地区。目前，
正是西昌的阳光玫瑰葡萄大量上
市的季节。

陈光红是西昌市太安村远近闻
名的阳光玫瑰种植户。“今年价格如
何？”面对记者的提问，陈光红表示，

“今年价格不行，新的种植户多了。
今年最高卖到过16元一斤，目前基
本就是 12 元一斤。”陈光红告诉记
者，7月中旬开始，他家的14亩阳光
玫瑰葡萄上市，“我家算上市早的，
与前年28元一斤的价格相比，短短
三年价格已腰斩。”

种植大户杨先生也表示，现在
阳光玫瑰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趋势，
今年价格比去年低了很多：“好点的

每斤在10块左右，差点的只能卖六
七元一斤。我们了解到西昌的阳光
玫瑰增加了两三万亩，可能明年价
格‘更惨’。”

▶▶原因原因
国内疯狂种植
“价格下跌是必然”

据媒体公开报道，2010年，我国
开始种植阳光玫瑰，但直到2015年

前后才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刚开始，
进入超市时售价一度在每斤300元。

“业内有句话，五亩换大奔。”这
绝对不是一句玩笑话。据报道，2017
年，云南建水一农场主依靠40亩阳
光玫瑰，卖出 700 多万元；2019 年，
前面提到的陈光红开始种阳光玫
瑰，他种植的 7 亩多阳光玫瑰 2020
年卖出了107万元，净赚90多万元。

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越来越多
农户开始种植阳光玫瑰。据媒体公

开报道，2021年，全国阳光玫瑰葡萄
种植面积突破 100 万亩，而 2016 年
全国仅几万亩。

走访中，多名种植户表示，从
2020 年开始，阳光玫瑰在国内市场
每斤售价已降至几十元，部分地区
甚至每斤跌到10元以下。在西昌，今
年大多批发价每斤在10元左右，最
低每斤只有四五元。

陈先生是河南郑州的一名收
购商，每年在全国各地收购阳光
玫瑰葡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今年国内阳光玫瑰葡萄的
价格与去年相比，每斤下降了 3 至
5 元。“今年，在云南收购最高的是
45 元一斤，量很少；目前，高的收
购价每斤在十几元，低的每斤只
有四五元。”

多名收购商都表示，阳光玫瑰
葡萄价格下降是必然，“全国都在
种，面积上去了，价格下跌是必然”。
他们表示，目前，阳光玫瑰已基本实
现了全年不断供。

▶▶疑虑疑虑
阳光玫瑰咋没以前好吃了呢？

记者采访中发现，近年来，阳光
玫瑰的价格出现两极分化，受品质
影响，每斤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阳光玫瑰优点突出，缺点也很
突出。种植过程中，易出现大小粒、
果锈、日灼等情况。”种植户们表示，
阳光玫瑰对种植技术要求比较高。
西昌太和镇一名种植户种了20亩阳
光玫瑰，但因种植技术不到位，连续
两年批发价低至4块多一斤，“这个
价格赚不了什么钱”。

不过，也有很多网友感慨：“阳
光玫瑰没有以前好吃了”“还没有巨
峰葡萄好吃”。由于种植面积大增，
种植户未掌握好技术，导致果品较
差，甚至有农户为赶上高价期，糖度
还没达到最佳期就提前采摘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
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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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下午，四川省第十四
届运动会闭幕式在乐山市举行。本
届四川省运会，成都体育代表团报
名参加了青少年组全部29个大项
和群众组全部20个大项的比赛，参
赛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工作人员
共计2284人。

矮小的植株、刺状的枝条
顶端，小小的叶片上还有白色
泡泡状鳞片……近日，中国科
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以下简
称“成都生物所”）与江西农业
大学科研人员在生态学期刊

《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上刊
发论文，发表了一个鼠李科植
物新种——旱谷蛇藤。

据了解，旱谷蛇藤是中国记
录的第三种蛇藤属植物，研究人

员为其拟名“Colubrina zhao-
guangii”，以纪念和致敬在横断
山区从事植被研究的已故生态
学家刘照光。

2021年8月，成都生物所博
士胡君带领考察队，在四川省甘
孜州得荣县金沙江干暖河谷进
行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期
间，他们采集到 1 个鼠李科物
种，发现无法对应到现有的鼠李
科植物类群。经请教江西农业大
学博士阳亿，并通过查阅文献和
标本，对比国内外的鼠李科物
种，一行人将其确认为鼠李科蛇
藤属植物新种——旱谷蛇藤。

旱谷蛇藤的发现，不但丰
富了我国的植物物种多样性，
同时也凸显出生物多样性基础
调查工作的重要性。该新种的
发现，提示了横断山区的基部
干旱河谷区域对于横断山区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很重要。另外，
旱谷蛇藤的发现和发表对于研
究鼠李科植物的系统发育及横
断山区生物地理学具有重要的
科学价值。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戴佳佳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发现植物新种

就是它！旱谷蛇藤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2218期开
奖结果：11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2094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6 11 13 16 19 31 蓝色球号码：02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18期开奖结果：745，直选：
1111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38811注，每注奖金173
元。（43501188.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18期开奖结果：74529，一
等奖71注，每注奖金10万元。（364577310.14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94期开奖结果：416331+
14，一等奖：0注；二等奖：4注，每注奖金126027元；三等
奖：16注，每注奖金3000元。（300238426.75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17日)

体
彩

兑彩票

在青少年组比赛全部结束之
后，成都代表团取得奖牌总数478
枚，其中金牌226枚、银牌135枚、铜
牌117枚，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均位
列全省第一，同时打破了上届省运
会夺得151金的历史纪录，金牌的
数量和占比均创新高，获得了竞技
体育贡献奖和体教融合贡献奖。群
众组目前仍有比赛在进行中，成都
代表团暂时取得金牌71枚、银牌29
枚、铜牌22枚。

在田径、游泳等奥运大项上，
成都代表团展现出了强大的竞技
实力。其中，田径获得20枚金牌，多
名队员打破赛会纪录。游泳更是拿
到了全部62枚金牌中的52枚，超额
完成任务，创下新高。其中，来自男
子丙组的魏国家参与的6项比赛全
部拿到金牌，成为“六金王”；上届
省运会“九金王”、来自女子甲组的
樊恬伽则在本届省运会上斩获了4
金，将自己创造的省运会个人金牌
纪录提升到了13枚。

此 外 ，成 都 代 表 团 在 乒 乓
球、网球、花样游泳等项目上均
实现了突破——乒乓球队拿到
18 枚 金 牌 中 的 13 金 ，刘 阳 成 为

“四金王”；网球队拿到16枚金
牌 中 的 13 金 ，取 得 历 史 最 佳 战
绩，于阅和陈柔冰均成为“四金
王”；省运会首次设立的花样游

泳 项 目 和 轮 滑 冰 球 项 目 ，成 都
队 均 实 现 了 对 金 牌 的 包 揽 ，展
示 出 无 敌 之 姿 ；棒 球 项 目 则 包
揽了甲乙组冠军，创造省运会7
连冠壮举。

本届省运会，多名成都体育健
儿刷新赛会纪录。在8月12日上午
进行的女子乙组铁饼比赛中，成都
队选手彭红娇以39.97米的成绩获
得金牌，同样来自成都队的马菡雪
以39.65米的成绩获得银牌，两位
选手双双打破该项目的赛会纪录。
同日，在男子乙组的铅球比赛中，
成都队选手宋江以17.88米的成绩
获得金牌，打破赛会纪录。

在三大球项目上，成都展示

出技高一筹的整体实力。尤其在
足球项目（含五人制足球）中，成
都代表团拿到了21枚金牌，其中
成都男足更是问鼎所有参赛组
别冠军，首次实现了省运会男足
全满贯！在篮球项目上，成都代
表团拿到了10枚金牌，获得男子
甲组和女子丙组两项冠军，与上
届省运会没有获得任何一个篮
球组别的冠军相比，进步尤为明
显。排球项目则是拿到了12枚金
牌，获得男子甲组、乙组两项冠
军，以及女子甲组、乙组、丙组三
项亚军，总体成绩超越上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姜山
摄影记者 谢辉

省运会成都代表团
“爆刷”纪录金

昔日五亩换大奔 如今批发10元一斤
国内疯狂种植，阳光玫瑰葡萄再跌神坛

记者获悉：8月26日至27日
晚，“元巴蜀上海爱乐经典音会”
将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精彩奏响。

8月26日、27日的两场音乐
会分别为“中外经典交响作品
音乐会”和“经典影视音乐交响
音乐会”，这两晚的音乐会上将
有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
诗《铁道游击队》、随想曲《白求
恩在晋察冀》、芭蕾舞剧《红色
娘子军》选段、弦乐合奏《祭》等
多部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音乐
作品。

据悉，上海爱乐乐团是在原
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基础上组建
起来的职业交响乐团。上海广播
交响乐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56

年的上海电影乐团和成立于
1949年的上海广播乐团。音乐会
上，除了演奏《卡门序曲》《茉莉
花》等中外经典交响作品外，电
影《燃情岁月》主题曲、电影《人
鬼情未了》主题音乐等多首经典
电影名曲也将为观众奏响。

即日起，前往城市音乐厅观
演观众不再需要48小时以内核
酸报告，请您持“健康码”绿码、
扫描场所码、佩戴口罩、测量体
温后方可入场。如来（返）川观众
有入川弹窗，请持48小时以内核
酸阴性证明入场。音乐厅将严格
按照四川省疫情防控相关政策，
提前发布观演通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上海爱乐乐团将来蓉
奏响“元巴蜀经典音乐会”

旱谷蛇藤手绘图

果农正在分拣阳光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