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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3日
晚，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
总统普京举行会见。两国元首就
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

习近平表示，我们双方要加
强合作，相互坚定支持走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
方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方面的政策举措。

双方一致认为，中俄双方要

保持战略协作，劝和促谈，妥善应
对朝鲜半岛形势，推动各方通过
对话谈判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
题。“萨德”问题关系地区战略平
衡，中俄双方反对在韩国部署“萨
德”反导系统的立场是一致的。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中俄要劝和促谈 妥善应对朝鲜半岛形势

昨日下午4点，成都市气象台发布
第2号重要天气消息，受高原低值系统
和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4日夜间开
始未来24小时内成都有一次阵雨或雷
雨天气过程，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
方有暴雨，个别点大暴雨。主要降水落
区为都江堰、彭州、郫都、新都、青白

江、金堂和市区。雷雨时伴有6级以上
短时阵性大风，个别地方有冰雹。

与此同时，市国土资源局、市气
象局共同发布第1号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预计从4日20点起的36小
时内，彭州、都江堰、崇州、大邑、邛
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

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四川省气象台也于昨日下午4

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4日20时~5
日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4市
的部分地方有暴雨（雨量50~80毫
米），局部地方有大暴雨（雨量120~
150毫米）。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3日下午，天府广场倾盆大雨，
一名右腿残疾的老人扶着拐杖缓慢
下楼梯，负一层的一名年轻小哥带
着伞冲进雨中，专门去给老人遮雨
打伞，还扶着老人下楼梯。有网友目
睹了这暖心的一幕，并发到微博上。

“本身没想到会火，就是一个举
手之劳。”撑伞小哥乔羽昨日透露，
平时工作很忙没有上网，本人也没
有微博没看到网友评论。

为残疾老人撑伞
自己却露在雨中

发微博的网友丁丁（化名）表
示，7月3日下午3点半左右，成都突
然下起大雨，当时自己在天府广场
负一层躲雨。“很多人都在忙着拍暴
雨，老人一开始是一个人在楼梯上
慢慢移（动）拐杖。我也没有带雨伞，
刚好那个小哥哥拿着伞冲了上去。
他（小哥）先是在下面躲雨，看见老
人后又打伞上楼梯的。”

在丁丁拍摄的视频中，一名穿
白色背心红色短裤的年轻男子，拿
着一把黑伞小心翼翼地搀扶一名右
腿残疾人士下楼梯。雨天路滑，又是
下楼梯，年轻男子格外小心，很注意
给残疾人士打好伞，自己却暴露在
雨水之中。

“下楼梯时间持续了2分钟左
右，老人下来后就从商场走了，小哥
躲了一会雨就走了。”丁丁回忆，因
为雨太大，年轻男子下来时，后背全

部打湿了。
丁丁发出微博后，@中国新闻

网、@新京报、@新浪视频、@头条新
闻、@成都商报等官方微博纷纷转
发。到昨日，成都商报发起的“#雨中
为残疾老人撑伞#”话题阅读量8.8
万，全网各平台累计视频播放量超
过221万次。撑伞男子的行为赢得不
少网友点赞，有网友亲切地称呼其
为“撑伞哥”。

扶人扶到安全处
害羞撑伞哥跑开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了
撑伞小哥。他名叫乔羽，今年21岁，
什邡人，是成都军区善后办某部一
名战士。平时，乔羽的主要工作是驾
驶车辆，保障部队用车。

3日下午，乔羽请假参加完自考
后，准备坐地铁回单位。“在天府广
场负一层换乘时，看到老人家准备
下楼梯，当时没想这么多，就直接冲
出去了。”乔羽回忆，“当时看到老人
非常紧张，全身发抖，我安慰他不要
紧张，扶着他右手帮助他慢慢下楼
梯。”因为在尽量把伞让老人家打，

“到了负一层，我问老人需要在旁边
坐坐不，他说不用了，谢谢。”乔羽后
来才发现后背已经被大雨淋得湿透
了。发现周围围了很多人，害羞的乔
羽马上跑步离开。“也没有告诉周围
的人，本来就是小事。洗了一个澡
后，马上就接到部队任务出车了。”

当天晚上，乔羽接到多个朋友
电话，询问网上很火的“撑伞哥”是
不是他。“当时我还云里雾里的，朋
友就问我是不是去了天府广场，做
了啥子事。”乔羽始终觉得，“就是很
小一个事，换成任何一个战友都会
有同样的举动。”

“没想到会火，
就是一个举手之劳”

乔羽所在部队指导员介绍：“乔
羽在部队表现非常好，因为他政治
思想过硬、驾驶技术过硬，多次参加
部队重大保障任务。”2015年，乔羽
所在部队执行进藏运输任务时，偶
遇泥石流塌方，乔羽和众多战友一
起用手移开巨石，解救出被困群众
和旅游车辆。

对于乔羽本人而言，立志参军
与地震有关。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
地震，当时12岁的乔羽还在什邡读
小学六年级。作为灾区的什邡，“很
多军人帮我们搬东西送饭搭帐篷，
我特别感动，当时就想好一定要参
军，当一名军人。”高中毕业后，乔羽
进入部队，先是在雅安，去年7月份
到成都。昨日上午，家里人也听说了
这事。“鼓励我，说是应该做的。”

“本身没想到会火，就是一个举
手之劳。”乔羽透露，平时工作很忙
没有上网，本人也没有开通微博，所
以没有看到微博上的网友评论。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董晋升

成都兵哥哥，赞!
暴雨中为残疾老人撑伞

战士乔羽称，就是举手之劳 但网友评论：因为一个人暖了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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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总
会有阳光：不
管是什么人，
我们都应该
给予对方帮
助和关怀，应
为人与人之
间是平等的。
希望社会上
再多点这样
温暖的事。

@天然呆的
千纸鹤516：
这样的哥哥
给我来一打！

@柳一秋：因
为一个人，暖
了一座城，好
人一生平安。

乔羽为残疾老人撑伞 网友丁丁的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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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气象台：成都有中雨到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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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冲了上去伞冲了上去。。他他（（小哥小哥））先是先是
在下面躲雨在下面躲雨，，看见老人后又看见老人后又
打伞上楼梯的打伞上楼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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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红色短裤的年轻男子心红色短裤的年轻男子，，拿拿
着一把黑伞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把黑伞小心翼翼地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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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羽在维护汽车 摄影记者 陶轲

本周五（7月7日），由市环保局联合成都商报推出的“三治
一增、共治共享”市民观察团将走进成都市第九污水处理厂，听
取专业技术人员讲解污水处理工艺流程，探访污水处理方法，
见证污水如何从浑浊不堪变得清澈见底，零距离感受“化腐朽
为神奇”的污水处理技术

邀你去看污水处理厂
明日报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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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划定：
一港四区

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规划范围确定，管理面积达100.4平
方公里，其中机场控制区面积11平方公里。要构建“一港四区”
空间发展格局。“一港”就是国际航空港。“四区”就是临空高端
制造产业功能区、航空物流与口岸贸易功能区、临空综合服务
功能区、生态防护功能区

未来成都产业方向
37个行业是重点

未来成都的产业方向是什么？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
大会发布的《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专门开辟了成都市重点
产业导则章节，细分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融合产业、都
市现代农业三个子项导则，囊括了电子信息、汽车制造、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现代金融等37个重点行业

德语问候的“早上好”、德国饲
养员制作的月饼状小点心、大红色
调的中式凉亭和门楼……这些细
致周到的德式关爱，开启了中国大
熊猫“梦梦”和“娇庆”旅德新生活。

6月24日，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的“梦梦”和“娇庆”抵达柏
林。在两只可爱的大熊猫顺利通过隔
离检疫期后，位于柏林动物园内的大
熊猫馆将于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柏林动物园早早就为大熊猫
“外交官”入住做足了舆论声势
——门口高高挂起用德文、中文、
英文写着“热烈欢迎”“梦梦”“娇
庆”等字样的海报和彩旗；在柏林
动物园官方网站开设“大熊猫博
客”；在海报中自豪宣告“德国仅有
柏林动物园有大熊猫”……

虽然成都到柏林远隔万水千
山，但柏林动物园斥巨资新建的
大熊猫馆却让“梦梦”和“娇庆”宾
至如归，没有遥远的距离感。大熊
猫馆建筑群外观的中式风格辨识
度非常高，室内新风系统、自动感
应灯光系统和温度调节设施一应
俱全。此外，园方还在室外安放了
树丛状攀爬架和秋千，在室内布
置了人造瀑布。按照园方的说法，
大熊猫馆是柏林市中心地带的

“东方绿洲”。
大熊猫每天食用大约30公斤

竹子，为了让“梦梦”和“娇庆”吃饱
吃好，德方目前准备了10种竹子供
大熊猫选用。据中方饲养员尹洪介
绍，有6种竹子很适合“梦梦”和“娇
庆”的口味，日后会在此基础上保
证充足供应。

柏林动物园兽医安德烈亚斯·
奥克斯有着多年照料熊科动物的
经验，他告诉记者，德方饲养员已
经向中国同事学会了做“熊猫零
食”——一种由米粉、面粉、大豆
粉、玉米粉等做成的月饼状小点
心。中方饲养员管它叫“窝头”，德
方饲养员则管它叫“麦芬”。

奥克斯说，柏林动物园目前每
年客流量约为350万人次，大熊猫落
户这里势必吸引更多游客来访。“大
熊猫是德中友谊的使者，为此两国领
导人将出席大熊猫馆的开馆仪式。柏
林动物园对大熊猫在此安家感到非
常自豪，这将成为两国友好的见证。”

“梦梦”和“娇庆”的到来标志着
柏林动物园5年来再次迎来中国大
熊猫。中国政府曾于1980年将一对
大熊猫作为国礼赠予联邦德国，就
落户这里；1995年，园方又从中国租
借过一只雌性大熊猫。 据新华社

成都大熊猫开启旅德新生活

中德领导人将出席
大熊猫馆开馆仪式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安
排，成都市积极支持和参与“6·24”
茂县特大山体滑坡灾害抢险救灾
有关工作。近日，按照省委书记王
东明“继续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后续
工作”“抓好受灾群众和遇难人员
家属安抚安置”“统筹谋划灾后恢
复重建”的重大要求，为帮助受灾
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建美好
家园，成都市委、市政府决定向灾
区捐赠资金500万元。成都市慈善
总会接收捐赠资金1000余万元。

“全力支持茂县抢险救援和灾
后重建，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
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更是成都义不容
辞的责任。”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积极踊

跃向灾区捐款捐物，众志成城，有力、
有序、有效地参与各项救灾工作。

“目前收到的捐款总额中，已
支出部分用于茂县山体滑坡灾害
救援物资购买，其余到账资金计划
用于茂县的灾后重建服务中心、阳
光儿童家园、本土化的社会组织培
育孵化、防灾减灾教育等项目。”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下一步到账
的捐款，成都市慈善总会将在进一
步作出需求评估的基础上，认真设
计项目，把所有捐款全部用到茂县
山体滑坡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项
目上，充分体现捐赠者的意愿，保
障所有捐款支出公开、透明，给捐
赠者和受灾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 成都日报记者 文豪

成都向茂县灾区捐赠资金500万元
市慈善总会接收捐赠资金10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