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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发布酒驾大数据：
超四分之三酒驾案件
在夜间被查获

如果要给酒驾司机画个像，会是什
么样子？4 月 27 日，双流区人民法院发
布《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白皮书（2016年
度）》。根据白皮书的数据，酒驾司机的
身份特征最有可能是一个26岁到55岁
之间的男性，在夜间行车被挡获，且是
初犯。

根据报告，在 2016 年已经审结的
酒驾类案件中，绝大多数酒驾者为初
犯。另据白皮书数据，94.37%的酒驾者
为年龄在26岁到55岁之间的青壮年。
据统计的发案时间显示，公安机关在
2016年采取了24小时不间断查处的检
查方式，有 4 人在早上隔夜醒酒（指晚
上喝酒，次日血液酒精浓度仍达到醉酒
标准）被查获。不过，查获时间段晚上和
凌晨居多。数据显示，2016年公安机关
在晚上和凌晨查获醉酒驾驶机动车者
共 227 人，占总数的 75.16%，超过了总
数的四分之三。

双流区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审
判庭庭长周虎表示，因为公安部门对酒
驾的查处力度加大，所以法院受理的案
件数量相应增加。酒驾案件中，警方临
检查获的占七成，因发生交通事故被查
获的只占三成。

“同时，也正是因为公安部门的高
压，对交通违法行为形成了遏制，所以
交通肇事案件的数量也在减少。”在他
看来，道路上的交警越多，驾驶员越遵
守交通规则。

据悉，双流区交通事故的数量占成
都全市的比例较大。“据我们了解，近年
来双流的交通事故数量在成都全市排
在前三位。”周虎称。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实习生 祝浩杰

大爷冒充快递员送作品

岁月艺术馆的工作人员这两
天收到的书法作品绝大多数都来
自成都本地。有意思的是，这些寄
件的包装千奇百怪——信封、纸
筒、塑料瓶、罐子，甚至还有用文
艺范儿十足的漂流瓶装着的。

这两天，一位“假扮”快递
员的参赛者特别引人注意。他
是一位60岁左右的成都本地大
爷，早上过来交作品，用标准的
椒盐普通话跟前台说：我是某
某快递公司的，我过来送快递。
工作人员很疑惑，进一步询问
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快递
员”想参赛。工作人员告诉“快
递员”详细的参赛规则，并强调
在 4 月 30 日以前把作品送过来
就可以了，没想到这快递员立
马用标准的四川话惊呼道：原
来可以直接送过来呀！

主办方特别提醒，如果一些
书法爱好者确实因为各种原因不
能使用快递，亲自送件也欢迎！

“全国书法大展”招志愿者

为保证“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
法大展”顺利高效地进行，也为进一步
体现本次展赛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组
委会从今日起，特别招募20位“历代名
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志愿者，协
助评委评选作品。工作内容包括协助
评委完成书法作品的评选工作；协助
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秩序维护、引导
工作；协助工作人员对书法作品进行
整理等。活动还需要招募筹备并协助
布置开幕式现场工作的志愿者10名，
以协助今年6月在成都市博物馆（拟）
举办的大展（具体招募要求见后文）。

“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
成都·全国书法大展”作为成都诗词大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一场全
国性的书法活动，利用书法这一优秀
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展览的呈现和
互联网的广泛传播，表达对成都的热
爱；同时普及传统诗词和书法艺术，让
传统文化再次深入普通百姓之中，丰
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书写最美成都诗词”的优胜者，

将获得丰厚的奖励：一等奖3名，各
奖人民币 20000 元；二等奖 6 名，
各 奖 人 民 币 10000 元 ；三 等 奖 9
名，各奖人民币 5000 元；优秀奖
20 名，各奖人民币 2000 元。本次
活动将评出入展、获奖作品共计
200 件，获奖、入展作者分别获得
上述奖金和获奖证书、入展证书，
并赠送本届展览作品集一本。此
外，入展作者可申请加入四川省
书法家协会。本次大展将于 2017
年 6 月在成都市博物馆（拟）举
办，届时将邀请获奖和入展作者参
加颁奖暨展览开幕式。

国羽换帅
夏煊泽张军接班李永波

随着李永波卸任总教练，国羽教练
组的构成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近日，国
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正式对外宣布，通
过中国羽协教练员委员会推荐，经考
察，由夏煊泽、张军分别担任国家羽毛
球队单打组和双打组主教练，王伟担任
二队主教练。

此次调整有几大变化，其中最受关
注的一点，就是国家队不再设立总教练
和副总教练岗位，改为设立双打组和单
打组主教练岗位，原副总教练田秉毅和
钟波担任顾问。夏煊泽、张军出任国家
羽毛球队单打组和双打组主教练，王伟
担任二队主教练，按照国羽内部人士的
说法，除了他们年富力强，有很强的事业
心之外，更重要的是退役后又一直担任
国家队教练，对国家队的队员状况、国家
队的主要对手状况，以及世界羽毛球运
动的发展趋势比较熟悉。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中国梦·幸福成都”——

2017年度成都室外
音乐会即将启幕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抒
发“中国梦”的情怀，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关于“我们的节日”文化
活动的总体部署，由成都市文广
新局、成都市音乐产业推进办公
室主办，成都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公司承办的2017年度成都室外音
乐会即将启幕，紧紧围绕“中国
梦·幸福成都”这一主题，从2017
年4月持续至10月，旨在打造一
场国际性、创新性、多元性、持续
性的艺术盛会。
三大板块 五一至国庆热情不退减

“中国梦·幸福成都”——
2017度成都室外音乐会拟以喜迎
党的十九大召开为主题，分三大
版块，包括“中国梦·幸福成
都”——2017年成都之春室外音
乐会；“中国梦·幸福成都”音乐作
品创作征集；“中国梦·幸福成
都”——2017年成都室外音乐会

“我的家·我的梦”音乐作品展
演。用音乐和多元化的演出充分
调动市民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
让“中国梦”的热情与希望伴随着
音乐的旋律点燃整个成都。
幸福成都 五一听觉视觉盛宴

在 2017 年 五 一 节 日 期 间
（2017年4月29日至5月1日）举
办的“2017年成都之春室外音乐
会”是一场具有国际性、创新性、
多元性、持续性的音乐盛宴。主要
包括“中国梦·幸福成都”综艺演
出、“我们的节日·春天的旋律”新
创作品展演、“MUSIC成都”中国
风演出、“MUSIC 成都”世界风
——“佛得角乐队”专场演出、“我
的梦”个人独唱音乐会、“宝贝乐翻
天”音乐儿童剧《绿野仙踪》等，同
时上演的还有在东郊记忆聚空间
推出的“天府琴韵”古琴大师专场
演出，在武侯区文化馆演出的“宝
贝乐翻天”儿童音乐杂技剧《熊猫
寻宝》以及在川音北校区剧场演出
的大型民族舞剧《诺玛阿美》。此
外，在成都的春熙路、红星路、宽
窄巷子、南郊公园以及大悦城相
关点位还推出了“乐动蓉城”原创
音乐作品演出、“街头印象”器乐
演出以及“我们的节日·春天的旋
律”综艺互动表演等配套活动。

“中国梦·幸福成都”音乐大
师进社区——琵琶的传承与发展
之我见——琵琶大师陈音艺术赏
析讲座：

时间：2017年4月29日10：
00，地点：成都画院

指导单位：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巿文联、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承办单位：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四川省书法家协会、成都商报社

成都老爷爷
“冒充”快递员送作品参赛

“全国书法大展”即日起招募志愿者

“书写最美成都诗词”作为成都诗词大会的重要子活动，随着4月
30日截稿日期（以寄出邮戳为准）越来越近，再次成为关注热点。负责
收件的岁月艺术馆工作人员已经全部上阵，延长了数个小时的工作时
间，为的就是保证所有书法作品安全抵达大展组委会。截至昨晚，共有
2325位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的3467幅作品抵达艺术馆，其中来自
四川省的达843人，总计1376幅作品。同时，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根
据以往情况，越临近截稿，送件量越大，因此岁月艺术馆已经决定五一
小长假不放假。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山东女驴友
穿越洛克路线
已失联一周

最近两天，一位31岁山东青岛女
驴友荆茜茜在凉山木里洛克路线上失
联的消息引发关注。4月27日晚间，成
都商报记者从失踪者家属及甘孜亚丁
景区派出所了解到，荆茜茜在木里县
嘟噜村出发之后，在穿越洛克路线的
途中，与家人和朋友失去联系，目前已
经失联一周。目前，荆茜茜的家属已向
木里及亚丁警方报警，当地已经派出
搜救队，目前还没有发现荆茜茜。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荆茜茜选
择的是一条徒步五天的线路。

4 月27 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
荆茜茜的姐夫王先生，他证实了网上
所发的消息属实。据他介绍，荆茜茜是
山东青岛人，在北京工作，平时就喜欢
徒步。“已经失联一周了。”王先生表
示，目前他们得知的情况是，荆茜茜是
在4月20日在嘟噜村出发至白水河开
始登山后失联的。据了解，荆茜茜是独
自一人行走洛克线。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李敬泽阿来今日对谈
征集30名读者听讲

今日下午4点，中国作协副主席、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将带着自己的新作

《青鸟故事集》作客成都宽巷子的见山
书院，与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
得主阿来举行一场名为“过去精妙的
事物，当下幽微的情思”的大型主题文
学对谈活动，为成都文学爱好者带来
一次思想盛宴。此次文学对谈活动将
特别征集30名读者到场听讲。感兴趣
的读者可在手机上下载安装成都商报
客户端，注册后前往活动广场栏目，在
相关活动文章下方留言报名。

李敬泽昨日表示，这次对谈将涉
及历史的细节，和阿来谈谈面对历史
和现实的经验视野，以及文章之道。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书写最美成都诗词”已进入截稿倒计时，欲参赛者可尽快创作书法作品，
已创作好作品者可择优将参赛作品邮寄至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38号
博瑞创意成都B座2F岁月艺术馆，陈晓艳、雷婷收，联系电话：028-86787718，
邮编：610031。

投稿要求：作品一律为毛笔书法，书体不限，作品规格为六尺整张
（180cm×97cm）以内，作品一律为竖幅，所有作品请勿自行装裱（不装框，不
托裱），不符合要求的作品不予评选。因人力有限，所有来稿一律不退，主办
方对征集的作品享有宣传、出版和处置权。

“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征稿启事和征稿书写内容，详见成都商报客户
端“成都诗词大会之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征稿专区。

温馨温馨
提示提示
··

书法大展
征稿倒计时

3天

主办方收到的参赛作品

雪封折多山超48小时 堵车长达数十公里 民警提醒

折多山已全面封山
游客车辆暂勿前往

一度，成都市民赵勇都以为
自己从折多山上下不来了。在经
历过超过 24 小时的拥堵后，4 月
27日，赵勇终于抵达康定市，回想
在折多山上的这个雪夜，他说下
山后的自己，就像获得了新生。

被堵24小时
成都市民差点给家人发“遗言”

26日中午，赵勇从雅江准备返
回成都，出发前，朋友劝他说折多
山上下雪可能被交通管制了，抱着
试试的心态，赵勇还是出发了。

26日23时许，被堵在折多山
的赵勇追悔莫及，要是听了朋友
劝，或许现在已经美美地睡上一觉
了。前面是望不到头、一动不动的
车队，打开车窗，温度早已超过零
下，积雪快没过膝盖，寒风夹杂着
雪花，很快淹没在无边的黑暗里。
赵勇一度以为自己从折多山上下
不来了。经历了超过24小时的拥
堵后，4月27日，在交警的疏导下，
赵勇终于抵达康定市。

回想在别人眼里风光无限的
折多山上的这个雪夜，赵勇心有余
悸：地上全是雪，连路在哪儿都看不
见，周围没有一个熟人，不知何时才
能通车，油箱内还有一半油，但这个
温度，车上已经挂满冰凌，自己会不
会有高原反应？手机也快没电，车上
也没吃的，自己和车还能挺多久？他

甚至都在手机里写下对家人想说
的话，一旦情况危急，他就会发送出
去。下山后的赵勇，将手机充上电后
把“遗言”删除。他说，经此一趟感觉
自己又一次获得了新生。

堵车超48小时
康定设立旅客疏散中转站

4月27日16时，康定市政府新
闻办通报，4月24日晚，折多山地
区开始陆续局部强降大雪。此后48
小时之内大量车辆滞留山间，堵车
长达数十公里，往来于康定市与折
多山以西各地班车停发。4月26日
晚至27日，康定再发强降雪，最低
气温低至零下4摄氏度，国道318
线折多山顶积雪厚度达20厘米，
几乎与护栏持平，致使道路交通中
断，折多山“大雪封山”。

灾情发生后，康定市政府紧
急启动雪灾应急预案，连夜开展
紧急救援，此外，康定市还在折多
塘接待中心设立旅客疏散中转
站，向疏散下山的旅客提供免费
食品、御寒衣物、公交转运车辆。

折多山交通管理警务站站长
王洛让称，由于从康定到折多山
垭口一直是上坡路，另一侧往新
都桥则是下坡，双向两车道，弯道
多，没有防滑链条的车开不上去，
加上许多外地车辆不熟悉路况，
容易熄火或打滑发生交通事故。

于是对折多山两个方向的车辆进
行了临时管制，让具备通行能力
的车辆先走，两边车辆交替放行。

截至目前，康定市组织近200
余名干警、武警和呷巴乡、瓦泽乡
等乡干部奔赴折多山劝返车辆、
疏散人员，并在折多塘村、新都桥
白塔子卡点、姑咱镇鸳鸯坝卡点
和城区迎宾大道等处设置交通临
时管制点，对上山拖挂车辆（货
车）进行分段管制，同时部署警力
在折多山进行交通疏导。目前，折
多山新都桥一侧的车辆和游客已
经被劝返回新都桥。

国道 318 折多山，“中谷－机
场－康定”路段因雅拉乡中谷村
突降大雪，积雪较厚，造成车辆无
法行驶，且该路段是景区道路，交
警提示，此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禁
止一切车辆通行。

此外，之前实施双向管制的
折多塘至营官路段也于27日下午
开始缓慢单边通行。

五一小长假临近，不少人又
开始准备出行川西或自驾川西
了。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报，29
日，阿坝、甘孜部分高海拔地区
还会有雪，五一小长假市民最好
别自驾川西，实在要走，最好带
上防滑链，走折多山如果没有防
滑链，或不予放行。

据甘孜州气象局预测，受降雪
降温天气影响，预计24日晚到29
日，甘孜州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
大部路段有道路结冰和积雪，对交
通运输有不利影响。26日，阿坝州
若尔盖县、阿坝县、红原县都下了雨
夹雪。根据四川省专业气象台的
预报，29日，甘孜州大部阴天间
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阿坝州南部
局部地方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
雨，在高海拔地方，容易下雪，之
后两天，降雨范围有所缩减。折
多山已全面封山，请车辆、游客
暂勿前往！“五一期间，市民最好
别来折多山，实在要来，请带上
防滑链，否则可能不会被放行。”

周燕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五一出行川西防雪
没防滑链或不能上折多山

工作人员紧急疏通道路 周燕供图

康定交警帮助被困车辆 周燕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