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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不少市民拨四川名医健康反映，
春节期间“海吃海喝”，结果导致节后出现
各种口腔疾病和牙齿问题，其中以牙松动、
牙缺损、牙缺失、牙龈肿痛等牙齿节后综合
症最为常见。

“春牙”计划启动，回馈缺牙市民

为切实提高市民的口腔保健意识，新
的一年乐享口福，爱心单位发起“春牙”计
划。即日起，缺牙、戴活动牙不适等市民可
拨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报名参
与：现场抽8.8元做种植牙，其余无任何费
用；7项口腔检查费用全免。

种植牙联合回馈：8.8元做种植牙

不少市民表示：由于牙齿缺了，节日期
间能看不能吃，戴假牙吧，还是嚼不动。种
植牙可媲美真牙，更稳固、美观，成为年后

不少缺牙市民的优选方式。
“春牙”计划是种植体厂家联合爱心单

位回馈缺牙市民的一大举措：3月份分几次
共抽500颗牙，只需8.8元做，只要抽到再无
需其他任何费用，对于想做牙的市民来说，
可谓省钱的大好时机。戴假牙的市民，做种
植牙可抵100元/颗。

牙医提醒：牙齿也要防节后综合症

节后一周，是节日病的高发期，由于牙
齿的健康状况会影响一个人的全身健康，
因此市民应尽早到专业口腔机构进行诊
治，以免牙病、牙缺失成为某些疾病的诱
因，节后牙齿修复正当时。

温馨提示：即日起，市民可拨本报四川
名医热线028-69982575报名，申领价值上
千元的7项口腔检查套餐，前20名检查费用
全免。

值守10个春节
最忙的时候只能在车上啃干粮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让
西岭雪山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冰雪盛境，每年
秋冬季也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卢星是
80后，从10年前到西岭雪山工作至今，一直从
事压雪机手、机械维修等工作。刚到西岭雪山
时，大家都管他叫“小卢”，不觉间10年过去
了，小卢成了家有了孩子，但春节期间在西岭
雪山的值守工作却从未间断过。

在卢星眼中，今年春节假期第一天的工作
和往常没什么不同。凌晨整理好雪场就开始在
景区内检查各项游乐设施，到了晚饭时间，维
修班的同事们吃了简单的年夜饭，“用了45分
钟！”之所以强调时间，是因为这已经是他比较
宽裕的用餐时间了，“像游客量大的时候只有
10来分钟吃饭时间，吃完就要出去换别人，最
忙的时候就在车上吃点干粮对付对付”。

可别以为这很夸张。来自大邑县旅游部
门的统计数据，在2月17日（大年初二）10时，

进入西岭雪山的游客数量就已经突破1万人。
万人入园的时间不断被刷新，2月18日9时30
分、2月19日9时30分……

卢星告诉记者，西岭雪山的雪基本都是
天然雪，但也有一部分是属于人造雪，而卢星
的工作就是用压雪机整理雪场，“将雪推平或
者堆堆雪包，形成高低起伏的美妙雪景。”这
也就是意味着，在游客入场之前，他就要完成
自己的工作，这就让他的工作时间和一般人
完全相反。“平常的时候是从下午6点开始，工
作到晚上11点，然后早上5点开始平场地。”卢
星说，但春节期间又会发生变化，春节期间游
客入场的时间从8时30分提前到6时，由于有
夜场，景区开放到9时30分，所以他的工作时
间要从晚上10点才能开始工作到凌晨，然后
凌晨4点又要起床开始清理雪道，“有时候还
会有游客投诉我们凌晨三四点压雪机的噪声
太大。”

旅游过年兴起
景区被赋予团年饭一样的意义

虽然工作繁琐又辛苦，但卢星却挺能自
得其乐。除了每日负责压雪工作，卢星还是维
修班的“技术员”。

“西岭雪山上气温很低，但开压雪机比开
车还要谨慎。”卢星说，一般情况下，压雪机手
工作时都是不戴手套的，一天工作下来经常
会发现手都冻麻木了。在西岭雪山景区，记者
环顾四周，几乎所有人都是戴着手套。除此以

外，一旦压雪机出现故障，就需要立即维修，
但是在寒冷的气温中，就连扳手都会经常被
冻住，赤手操作的辛苦可想而知。尤其是碰到
水管爆裂这样的故障，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当然，在卢星看来，最难的还是要抢维修
时间。在春节期间，每天的游客量都在2万人
左右，一旦大波游客进入景区，压雪机就会成
为安全隐患。但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个

“大家伙”移出雪道，仅凭人力谈何容易，在卢
星的印象中，最长的一次花了四五个小时才
将压雪机清理出去，“这么低的气温，每个人
额头都挂了汗珠。”

虽然今年还是没有能回家过春节，但卢
星却很开心，“今年家人来西岭雪山上过年
了。”卢星说，家人已经习惯了他就在家门口
工作、却不能回家过年的情况，他的春节假期
一般从初七才开始。

当然，卢星仅仅是西岭雪山春节值守的
旅游工作者中一员。西岭雪山景区相关负责
人周政章告诉记者，随着旅游过年的兴起，春
节期间的景区正在被逐渐赋予类似于春晚、
团年饭一样的意义。在市民眼中，“春节”标志
着休闲放松、合家团圆，也意味着一年新的开
始，但对景区人而言，那或许只是又一段起早
贪黑、熬更守夜，需要小心翼翼履行重大安全
责任的繁忙时光，除了压雪机手，索道工作人
员每天4点钟就要起床检修索道安全，一直要
工作到晚上，“虽然很辛苦，但看着游客在景
区玩得开心，我们也就很开心。”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屈军介绍，成都自2015年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以来的过程中，坚持新城区以目标
为导向，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老城
区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城市内涝、雨水收
集利用、黑臭水体治理等为突破口。“我们
梳理出了119个易涝点和89个易涝区，提出
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并对旧城区中的雨
水管网，包括检查井、雨水管渠进行排水设
施优化改造，提高城市易涝区的排水能力，
逐步根治旧城内涝现状。”

目前，中心城区共建成82个海绵城市建
设项目，青龙湖一期、高新区桂溪生态公园、
天府新区兴隆湖、天府公园一期、麓湖生态
城一期、鹿溪河生态区等重大生态示范项目
已建成。同时，圣灯公园、海滨公园、交子公
园等一批海绵型公园绿地和小游园微绿地
也已建成开放，新增公共绿地34.88万平方
米，逐步实现“300米见绿、500米建园”，并建
成了中环改造、三环路改造、府城大道改造

等海绵型市政道路示范项目。环城生态区已
完成“两湖、四湿地、六森林”等生态建设，初
步形成约122.88平方公里的海绵综合体；城
市水生态治理初见成效，四环以内城市建成
区62段114.6公里黑臭水体综合治理已完成
并达到国家规定标准，锦江流域484个下河
排水口排污问题已完成治理351个，肖家河、
方家沟、金花堰等支流水环境综合整治已基
本完成；天府绿道“两环一轴”示范工程全面
开工，7.4公里西郊河工程基本建成。

“一句话总结就是，‘小雨不积水、大雨
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屈军
表示，海绵城市建设也能丰富城市水资源，
解决城市河湖水系水资源缺乏的问题，使
市民能够听到潺潺水声。“同时提升城市水
环境，打造河湖水畔滨水景观，为市民创造
景色优美、宜居宜业的绿色滨水空间，营造
一个富有文化氛围的古蜀水都。”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

成都要做一个“会呼吸”的海绵城市
目前中心城区已建成82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成都文化公园附近，西郊河畔的滨水
步道上，如果把一瓶水倾倒在地上，采用
透水混凝土铺装的路面便会像海绵一样
把水吸收得干干净净。这些水进入净水收
集系统后，可浇灌沿河植物和冲洗园区道
路，反复利用。这只是成都在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供更多优
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而做一个“会呼吸”的海绵
城市，是成都交出的一份答卷。

那么，什么是海绵城市？它的作用是
什么？目前在成都推进得如何？成都市城
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屈军介绍，目前，我
市中心城区已建成青龙湖一期、高新区桂
溪生态公园等82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一
个“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
臭、热岛有缓解”的成都正在形成。

治水兴城，是成都上千年的历史传
统。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成都也面临
着“水”的问题。

“缺水、内涝、水脏，是成都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的主要原因。”屈军指出，2015
年成都市用水量达到12.30亿立方米，相
当于5个三岔湖，成都正面临着城市人口
越来越密集，水资源却在整体减少的严
峻现实。

另一方面，成都也和很多城市一样
存在“内涝”问题。屈军解释，这是由于城
市存在大量的硬质铺装，如柏油路、水泥
路面，降雨时水渗透性不好，无法滞纳短
期急剧增加的雨水，加上城市建设过程
中排水设施不健全、不完善，排水系统建
设滞后，自然水体破坏严重，水面率普遍
降低，给城市排水造成了径流量增加、调
蓄能力下降的双重压力。

此外，成都市中心城区点源污染问
题较为突出，中心城区金河、御河等处还
存在合流制溢流口，河道清淤不及时，初
期雨水污染等问题都导致了城市水环境
质量难以提升。

这些难题，成都正在通过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来破解。

“所谓海绵城市，就是指城市能够像
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
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
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
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屈军解释，海绵
城市运用低影响开发理念，改变传统城
市建大管道、以快排为主的雨水处理方
式，借助自然力量排水，源头分散，慢排
缓释，就近收集、存蓄、渗透、净化雨水，
让城市如同生态海绵般舒畅地呼吸吐
纳，进而实现雨水在城市中的自然迁移。

那么在我们平日生活的城市中，哪些
能体现海绵城市理念呢？

屈军介绍，按照海绵城市理念、基于
成都特有的地理和水文条件，目前有16种
具体措施，如透水铺装、绿色屋顶、雨水花
园、下沉式绿地、立体绿化、蓄水池、植草
沟等。他举例，雨水经过生态屋顶的收集
过滤，汇流到下沉式绿地或蓄水池里；雨
量较大时流入雨水花园，形成微型水景，
补充地下水；极端情况下，再经过溢流井
进入市政管网中。“道路也是地表径流的
重要来源，雨水从道沿豁口流入隔离带、
下凹式绿地，由卵石、炉渣、沙子构成的滤
层就像海绵一样净化和储存雨水，多余的
雨水流入附近的竖渗井和调蓄池。”

实际上，目前市民已经可以在越来越
多的这种小游园绿地、城市道路、甚至是居
住区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成都的这些海绵
设施。屈军进一步阐释，成都在海绵城市建
设中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分类分区推进，主要实施环城生
态区海绵综合体、水系保护和修复、海绵型
小区建设、海绵型绿地、海绵型道路工程这

“五大工程”，以及高新区和天府新区示范
区工程、方家沟和摸底河流域及府河沿线
改造提升工程“两大示范工程”。

二是结合生态系统建设，强化城市海
绵体建设。为加快实施我市城市总体规划
确定的“两山、两环、两网、六片”的生态系
统，规划建设16930公里天府绿道，串联和
带动生态区、绿道、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五
级城市绿化体系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城区、
全域分布的城市海绵体。

三是结合重大建设项目，落实海绵城
市理念。结合功能区建设、新区开发、旧城
更新、小街区规制、公共建筑、特色镇建设、
城市路网和慢行系统、地下综合管廊等重
大工程建设，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加快实施旧城改造，采用屋顶绿化、透水铺
装等措施，提高排涝治涝能力。

破解“缺水、内涝、水脏”三大难题
成都要变成“海绵”借助自然力量迁移雨水

分区分类推进 结合生态系统、重大项目
海绵城市建设从三个方面着手

解决“水”问题 让市民听到潺潺水声
中心城区82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已建成

即日起，成都商报正式启动“3·15维权特
别行动”，成都商报将直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市消费者协会、市房管局、市卫计委、市旅游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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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3·15维权特别行动”，成都商报将由
专门的行动小组，进行跟进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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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牙齿“节后综合症”来袭
缺牙？种植牙惊喜回馈

“3·15维权特别行动”
即日起启动

多领域全维度遭遇不公平消费都可以与成都商报联系，多渠道接受反映投诉

西岭雪山压雪机手卢星的别样春节

旅游过年正在兴起
这个春节他都在熬夜

2月24日，不少人的春节假期“节
后综合症”已经开始痊愈，进入“工作
日”模式，但这却是卢星在这个春节的
第一个休息日。卢星是西岭雪山景区
的压雪机手。在这个春节，西岭雪山游
客量“爆棚”，日均游客量突破2万人，
但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景区里维护
设备的卢星。在大邑县土生土长的他
已经在这个岗位工作了10年，10年间
的春节几乎都是在景区度过的，“已经
对过年没有概念了，家里人也习惯了
我春节后才回家。”

桂溪生态公园

卢星在春节期间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