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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今日
尾号
限行 2 7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成
都

今日 小雨 16.6℃-26.5℃ 南风1～3级
明日 小雨 12℃-23℃ 南风1-3级

4月24日，乐山市启明星幼
儿园园长杨姣在一个微信群里
看到了家长们的讨论，她当天就
决定，选择两个班级，对家长做
一次小范围的问卷调查。

翌日一早，两个班级共35份
调查问卷被收了上来。统计显
示，约60%的家长认为，如果自己
的孩子受了欺负，他们会让孩子

“打回去”；有25%的家长会告诉
孩子打人不对，下次不要和对方
玩了；另有15%的家长则表示不
知道怎么处理。

此外，杨姣介绍，调查问卷显
示，有超过90%的家长反映，自己

的孩子有和小伙伴起争执或被欺
负的经历；9%的家长承认自己经常
打孩子，86%的家长表示偶尔打过
孩子；有34%的父母表示，曾当着
孩子的面在家里吵过或打过架。

杨姣认为，这次调查虽然范
围较小，但反映了一些问题，将
利用家长会，和家长进行沟通。
在杨姣看来，幼儿园的孩子年龄
小，和小伙伴发生争吵甚至动
手，都很正常，家长无需过分担
心，更不要将孩子之间的矛盾上
升为家长之间的“战争”。孩子受
欺负，一定要了先解其中的缘
由，再确定应对之策。

为维护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域飞
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西
部战区空军参谋部、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民航
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四川省公安厅四部门
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全省军民航机场净空区域
安全保护的通告》相关规定，现就成都双流国际
机场净空区域安全保护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严禁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未经军民
航职能部门批准，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净空保
护区域内进行无人机、航空模型等飞行活动。

凡取得军民航职能部门批准的飞行，在每次飞
行前必须向属地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进行书面报备。

二、对在机场净空保护区擅自进行无人
机、航空模型等飞行活动的，公安机关将依法
从严处理。

三、全市所有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必须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机场
净空保护工作。对妨碍公安机关依法开展调
查，不如实提供证据、谎报案情、制造虚假信息
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四、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发现、规劝和举报
可能扰乱飞行安全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 24
小时接受线索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公安机关
将按相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五、本通告机场净空保护区是指距机场跑
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外20公里以内
的区域。包含我市高新区、天府新区、锦江区、青
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双流区、郫都区、
温江区、新津县等地区全部或部分区域。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一年。
公安机关举报电话：110

2017年5月1日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
销“排列3和排列5”第17114期
排列3中奖号码：681，全国中奖

注数2613注，每注奖额1040元；排列5中奖号
码：68137，全国中奖注数74注，每注奖额10
万元。●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49
期开奖结果：前区09、12、14、22、31 后区 05、
08。一等奖11注，每注奖金6055761元，追加7
注，每注奖金3633456元；二等奖86注，每注
奖金74686元，追加52注，每注奖金44811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
“3D”第2017114期开奖结果：167，
单选775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

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2408注，单注奖金
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
乐彩”第2017049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13.08.29.26.23.25.22，特别号码：04。一等奖1
注，单注奖金5000000元，二等奖9注，单注奖
金31852元。奖池累计金额329789元。（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孩子被欺负怎么办孩子被欺负怎么办？？
幼儿园问卷调查
约六成家长答“打回去”

小朋友之间时常会有点小冲突。如
果你的孩子在幼儿园被其他小朋友欺负
了，你觉得该怎么办？针对这个问题，4
月24日，乐山市启明星幼儿园对该园小
朋友的家长做了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约60%的家长表示应该培养孩子强
硬的性格，被欺负时要“打回去”；有
25%的家长则认为，孩子被欺负后，应
当远离施暴者，而不是以暴制暴。

你怎么看？

孩子受了欺负，到底该怎么办？最近，这个问
题一直困扰着乐山市民吴萍（化名）。她的儿子小
浩今年5岁，在乐山某幼儿园读中班。因为自己
平时下班时间晚，老公生意又很忙，所以每天都
是小浩的爷爷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

有一天，吴萍回家，看到小浩的脖子上有一
道明显的红印子，问了半天，小浩才告诉妈妈，他
在幼儿园跟其他小朋友争抢滑梯，被打了。当时，
小浩的爷爷高声说道：“你应该打回去啊，你不还
手，人家以后还要欺负你！”听到这话，吴萍愣了
一下。她想，不是应该教育孩子与同学和睦相处
吗？但转念一想，孩子的爷爷说得好像也有道理，
一味忍让，可能会让孩子更懦弱。

吴萍将这事告诉一位朋友后，这位朋友把这
件事发到了多个微信群里，引起了热议。

“我的儿子性格比较内向，我们平时就教育
他，打人是不对的。”在家长王女士看来，小朋友
之间有点冲突很正常，只要不是太过分，没必要
打回来。

刘先生曾经有跟王女士一样的想法，也这样
教育孩子。“有一件事让我改变了想法。”刘先生
称，有一次，儿子和小伙伴发生争执，被对方打伤
了脸，差点伤到眼睛，但儿子仍然没还手。从此，
他就告诉孩子，“如果别人先动手打你，你都要给
我打回来，否则就别回来哭。”

在多个微信群里，主张“打回去”的家长明
显占多数，甚至有两位家长表示，他们让孩学习
跆拳道、空手道，就是害怕孩子从小养成懦弱的
性格，容易被欺负。

家长/ 不还手就别回来哭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熊丙奇认为，现在的孩子，都
是父母的心头肉。家长怕孩子在
外面“吃亏”，担心孩子养成懦弱的
性格，无法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
立足，所以很多家长相信“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这句话，并以此教育孩子。

熊丙奇表示，如果教孩子一
味忍让，确实会让孩子变得懦

弱，但如果片面强调以暴制暴，
孩子一旦形成习惯，会变成一个
攻击性强的儿童，这对其将来的
成长，也是非常不利的。

在熊丙奇看来，所有家长都应
该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
动手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如果确
实超出了普通打闹的范围，家长也
应该告诉孩子保护自己的方法。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老师/ 小伙伴间打闹很正常

专家/ 家长应告诉孩子如何保护自己

他在宜宾深山里
造出一座“古宅”

成都商报：盖房子花了多少钱？
杨跃宣：这个只能以我的实际支出计算，大概一

亿多元。前几年收购门等物件，少则上万元，多则五六
万；四五年前，这些东西的价格开始疯涨，少则一二十
万元，多则五六十万元。所以根本无法估计值多少钱。

成都商报：目前为止一共用了多少古建筑构件？
杨跃宣：没有仔细算过。但上万件是有的。光雕花

木门就用了999扇，雕龙99条，雕凤99只。物件从重达
半吨的木柱，到很小的卯榫扣件都有。

成都商报：这些材料有什么特点？
杨跃宣：一是没有任何一件是仿制品；二是年代久

远，建筑构件主要来自明末清初，最古老的是一根门柱，
有500年以上历史；三是来自不同地区，代表不同风格。

成都商报：你这个宅子，到底是什么风格呢？
杨跃宣：我认为它什么风格也不是，如果非要说

风格，那就叫杨氏风格。
成都商报：今后如何使用？
杨跃宣：这是一幢房子，更是一件艺术品。我打算

永久对外免费开放。同时，我会在此接待我的客人和
朋友，以后也会回来养老。

成都商报：如何保护？
杨跃宣：这是我目前最大的烦恼，还没有想到好

办法。

杨跃宣是宜宾市筠连县双腾镇柏胜村人，外
出经商多年。10年前，杨跃宣开始收集古代建筑
构件，小到明代的青瓦，大到木柱。从去年6月开
始，杨跃宣将自己收藏的上万件古建筑构件，运
回筠连镇深山里的老家，开始建这座宅邸。

柏胜村坐落在筠连县西南，距筠连县城1小
时车程。经过近1年的建设，这座宅子终于初露
峥嵘：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成都商报记者注意
到，这座房子呈横写的“L”形，通体只有 4 种颜
色：金黄、朱红、天蓝和青灰。在这里，看不到钢筋
水泥，必须用砖的地方，用的也是古砖。

杨跃宣家中兄弟4人，他是老幺。他认为，自
己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喜欢到处折腾。早年经
营玉石、茶叶生意赚了钱，杨跃宣迷恋上了中国
传统文化，开始搜集古建筑构件、古董家具、字画
等。渐渐地，杨跃宣手上的古物越来越多，他在昆
明租了个仓库，专门存放他的宝贝。

在搜集古物的过程中，杨跃宣结识了一些文
玩圈的朋友。“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古宅，我建议他
把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特色的元素融为一体，他
说不可能。”于是，杨跃宣当场夸下海口，说要是
他杨跃宣来做，一定能建出一座融汇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特色的宅子来。

昆明仓库里的古代建筑构件虽然多，但都是
东拼西凑来的，最完整的就是一套古代雕花木
门。谋定而后动，杨跃宣先找到了云南一位古建
筑专家咨询。“张冠李戴，痴人说梦。”这位专家当
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最后，杨跃宣决定自己操
刀，不要图纸，像搭积木一样边做边调整。但由于
没有施工图纸，许多古建筑施工企业都不敢接
招。“没图纸怎么施工？”他干脆自己招募施工团
队。“全按我自己的想法来。”杨跃宣说。

999 扇雕花木门

99 条雕龙

99 只雕凤

41 个图腾

10000
多件来自全
国各地的古
建筑原件

9 张古代宫廷
用床

自称：耗资上亿元耗资上亿元，，没有一件没有一件
仿制品仿制品

工人：光人工费就超过光人工费就超过300300万元万元

藏家：藏品价值无法确定藏品价值无法确定

对话宅主

51 岁的杨跃宣，
脚穿 10 元一双的胶
鞋，抽着 10元一包的
烟，自豪地望着自己耗
时1年打造的“杨府”，
脸上泛起笑容。杨跃宣
所建的房子，隐藏在宜
宾市的一个小村子里。

这座他自称耗资
上亿元打造的宅邸，如
今已基本完工。一位藏
家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虽然其藏品价值无法
确定，但看到照片，确
实感到十分震撼。而参
与建设的多位工人也
证实，这栋宅子光人工
费，就超过300万元。

起朱楼1
没有人敢接招
决定自己操刀

雕画栋2
老乡给他打工 一年赚近10万

目前，工程还未完工，但每天
都有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参
观。杨跃宣说，他希望这座宅子成
为中国古文化的集合，一直传承
下去。他打算永久对外免费开放
这座宅子，在此住一宿吃一顿，也
完全免费。

虽然房子全部用古代的材料
建成，但也会拥有现代化的功能。
根据杨跃宣的设计，每一层各有
两个房间和两个客厅，每个房间
都有独立卫生间。不过古宅里包
括地下室在内的11个房间，均摆
放古床等古代家具。目前，杨跃宣
已经筹集到 9 张古床，“包括贵
妃、太子、公主和将军用过的床。
现在还差两张床，我有中意的了，
但是对方要价近两亿元，太高。”
他说。

杨跃宣粗略统计，不包括人
工费和受赠物件的价值，他盖这
座宅子已耗资上亿。整个建设过
程，没有文物、古建专家参与，甚
至连有资质的建筑师也没有。

宜宾长期从事古建筑构件
收藏、研究的何先生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这些物件究竟价值几
何，无法确定。“每个古件，材质、
工艺、年代都不同，每个元素都可
以决定其价值。”何先生说，但从
照片上看，杨跃宣的宅子仍令人
感到震撼。

在杨跃宣家里的小辈杨明旭
眼里，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叔叔是
家族的骄傲。“在全国都找不出第
二个人这样做。”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

宜宾、泸州新闻热线 13550702929

他招募的工人全部来自当
地农村，石匠、木匠、泥瓦匠日薪
一般 160 元，小工日薪一般 100
元。为了建房子，杨跃宣前前后
后请过 30000 个工人，工资支出
300 余万元。成都商报记者注意
到，进进出出的工人，没人叫他
杨老板，全都叫他老杨。

“我们去年6月份开始，就一
直在老杨的工地做，家里两个人
都在这里，挣了大约20万元，足
够盖一幢房子了。”木匠王大康
是柏胜村三组居民，干木匠10多
年。老杨开给王大康的工资是
300 元/天。王大康告诉记者，自
己做了10多年木匠，从没见过那
些古代的老料。刚开始还很紧
张，生怕弄坏了赔不起。不过，杨
跃宣不让木匠处理材料，每块料
如何用、用在何处，全由杨跃宣

决定。作为木匠师傅，王大康只
需要执行老杨的想法，把老料一
块一块地装到房子上去。

杨跃宣的工地上，除了木工
就是画师。因为所有老料的颜色
已经基本脱落，所以需要重新着
色：红柱、红花、金龙、宝蓝叶，还
要勾白边。杨跃宣把着色的工人
称作“画师”。在古建行业，画师
需要相当的工作年限，还需要资
质。但杨跃宣不计较这些，他工
地上的“画师”有上了年纪的老
人，还有年轻的村妇。何处描金、
哪里涂红，都按着他的意思来。

杨跃酉是当地农民，子女在
外地打工。他被杨跃宣请到工地
上，给古件着色。从去年 6 月开
始，干了将近 1 年，日薪 300 元，
月月兑现。“实在没想到，足不出
山，也能赚小十万块。”他说。

宴宾客3
自称耗资上亿 永久免费开放

据杨跃宣说，这架古床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

杨跃宣和他的宅子

西部战区空军参谋部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民航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四川省公安厅

关于加强全省军民航机场
净空区域安全保护的通告

为维护全省军民航机场净空保护区域飞
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军用机场净
空规定》《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民用机场
管理条例》《四川省民用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
保护条例》等规定,现就军民航机场净空区域
安全保护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严禁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全省军
民航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未经军民航职能部门批准,进行无人
机、航空模型等飞行活动;

(二)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等影
响飞行安全的物质;

(三)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孔明灯,升
放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

(四)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物秸秆、垃
圾等物质,或者燃放烟花、焰火。

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距机场跑道中
心线两侧各10 km、跑道端外20 km 以内的区
域;军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距机场跑道中心
线两侧各15 km、跑道端外20 km 以内的区域。

二、在机场净空区域内实施上述违法行为
的,军民航职能部门、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查
处;在机场净空区域外从事上述活动的,不得影
响机场净空保护。

三、凡开展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应当提前向
军民航职能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四、重大活动期间的空域管控措施以地方
人民政府公告为准。

五、所有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支持配合军民航职能部门和公安机关
开展机场净空保护工作。鼓励积极发现、规劝和
举报可能扰乱飞行安全的违法行为。举报的违
法飞行线索一经查实,公安机关将按相关规定
给予举报人不低于10000元人民币的奖励。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空军飞行管制部门电话:(028)85399067

民航空中管制部门电话:(028)85702366(白天)
(028)85702365(夜间) 公安机关举报电话:110
西部战区空军参谋部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民航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四川省公安厅

2016年9月1日

成都市公安局

关于加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净空区域安全保护的通告

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