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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11·03”堰塞湖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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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体彩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
负第18155期：1101333311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8150期：11333133100310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
18150期：11333133100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8160期：31311102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11日)

排 列 3 第 18309 期 全 国 销 售
15022984元。开奖号码：743。直
选全国中奖9282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22587注，单注奖
金173元。8415078.59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8309 期 全 国 销 售
10482660元。开奖号码：74304。
一等奖23注，单注奖金10万元。
244647987.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8133期全国销售
217396050 元。开奖号码：08
12 14 15 19 01+10。一等奖基
本9注，单注奖金7330640元；追加
2注，单注奖金4398384元。二等奖
基本52注，单注奖金208470元；追
加17注，单注奖金125082元。三等
奖基本468注，单注奖金8893元；
追加165注，单注奖金5335元。
6657631974.04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8309期开奖结果：38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8133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03 05 10 12
23 27 30，特别号码：26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足彩

海拔3527米，甘孜州白玉县日西
村。

之前，这里是金沙江堰塞湖的监
测点，站在这里，堰塞体和堰塞湖尽
收眼底，堰塞湖上方的金沙江，更是
如青龙一般，蜿蜒在金沙江峡谷间。

滑坡体下方的堰塞体上，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已经看不到工程机
具的踪迹，按照之前的安排，所有的
抢险设备和人员已于11日撤离。

而备受关注的泄流槽，远远望
去，如同山涧小溪般狭长，槽中江水
更是如涓涓细流。

但实际上却非如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金沙江白格堰塞湖人工泄流槽顶宽
42米，底宽3米，最大开挖深度15米，
总长度220米，累计修筑施工便道2.5
公里，开挖和翻渣累计土石方工程量
13.5万立方米。

来自应急管理部消息，昨日10时
50分，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通过人工开
挖泄流槽开始过流。

11时30分许，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在现场看到，堰塞体上人工开
凿出来的泄流槽里，金沙江水已经流
入，流速较缓，虽然暂未形成大规模
出水口，但随着以后江水的冲刷，泄
流槽将逐渐增大，堰塞湖内江水也会
逐渐加大流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前线
指挥部了解到，昨日4时45分，堰塞湖
水位到达泄流槽底坎。截至昨日10
时，堰塞湖水位高于泄流槽底坎0.67
米。堰塞湖蓄水量约5.24亿立方米，
上下游邻近水文站水位、流量最近1
小时尚无明显变化。

现场专家估算，湖水冲刷泄流槽
形成较大缺口大约需要20个小时，届
时将形成较大规模泄流。

也许有人会好奇，金沙江水为什
么是绿色的呢？金沙江水本是混浊
的，在堰塞湖形成后，金沙江水在此

已经沉淀了一周多的时间，故而呈现
明显的绿色。

国家防总启动
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昨日4时，国家防总启动防汛三
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西藏、云南等
地和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强化沿
岸风险监测研判，加强应急值守和会
商分析，依据实际情况及时启动相应
级别应急响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灾
害损失。

11日11时开始，现场应急抢险人
员分两批次撤离，第一批22人于11日
13时到达波罗乡，第二批44人于16时
从坝体撤离，其余监测人员和机械设
备已转移至安全地带。四川、西藏两
省（区）已经转移安置群众3.42万人，
受泄洪影响区域已经开始实行交通
管制，堰塞湖下游在建和已投用电站
已经提前采取腾库和工程措施，做好

应对洪峰准备。

金沙江水漫进
金沙乡政府、小学、卫生院

昨日15时许，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甘孜州政府新闻办获悉，截
至昨日13时，金沙江“11·03”堰塞湖
尾水已回至金沙乡仁宗村吊桥处。金
沙乡4座民房被淹，2座民房地基被浸
泡，村民综合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
院坝进水，1处农家乐被淹没，1处零
售店商铺被淹，52座牧场临时住房被
淹。乡政府机关、金沙小学、金沙卫生
院院坝和房屋内积水约40公分。伍仲
村吊桥、八吉村至西藏江达县跨江大
桥、通往乡政府水泥桥被淹没。G215
线岗白路金沙至河坡段约3.5公里被
淹没。

目前，周边群众已得到疏散安
置，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推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摄影记者 王勤

堰塞体泄流槽昨日开始过流
专家：大约20个小时后形成较大规模泄流

网红野果“八月瓜”变身水果走上餐桌
四川已制定全国第一个八月瓜食品标准

一种风靡网络的一种风靡网络的
野果野果，，完成了从野果完成了从野果
到水果的转变到水果的转变，，正逐正逐
渐走向大众的餐桌渐走向大众的餐桌。。

在社交平台在社交平台，，八八
月瓜又叫月瓜又叫““八月炸八月炸”，”，
被冠上被冠上““大山的野果大山的野果””

““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回忆””等标等标
签签，，名字来源于每年名字来源于每年
农历八月农历八月，，这种表皮这种表皮
如番薯的水果会炸如番薯的水果会炸
开开，，露出里面如香蕉露出里面如香蕉
一般的莹白果肉一般的莹白果肉。。

在四川省石棉县在四川省石棉县，，
八月瓜的种植面积已八月瓜的种植面积已
达到达到60006000多亩多亩。。同时同时，，
由四川省卫计委由四川省卫计委、、四川四川
省食药监局发布的全省食药监局发布的全
国第一个关于八月瓜国第一个关于八月瓜
的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安全标准，，也已也已
经在今年经在今年66月批准通月批准通
过过，，99月月11日开始施行日开始施行。。

2018 年度“最美的书”评选于昨
天揭晓，来自全国各地20家出版社的
25 种图书荣膺本年度“最美的书”称
号，并将代表中国参加 2019 年度的

“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成都时代出版
社出版的《寻绣记》位列其中，它来自

“成都设计”！这也是成都设计师首次
拿到“最美的书”的设计大奖。

评委们点评说：“《寻绣记》整体设
计既有浓浓的民间味道，又符合现代
人的阅读审美。原汁原味的民间刺绣
构成了书籍的章节页，也丰富了书籍
的结构，给读者带来了惊喜。与之形成
反差的是文字版面质朴无华，适合静
心阅读。封面采用手工剪裁的织物，和
书名相呼应。”

《寻绣记》设计师许天琪昨天接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做这本书时，就是想呈现出这
本书应该有的样子。”正是凭借着这样
的理念，她用一根线串联了一本书的
故事。这种匠心独运的创作方式，赢得
了读者的喜爱。“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
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
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
人情味十足。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孤
独很重要，或者说学会独处很重要。我
们所熟知的那些受人尊敬的设计前
辈，都是踩着千千万万的作品，一步一
步才走到了今天。”

许天琪说自己比较幸运，一入行
就得到了著名设计家许燎源的指导。
后来辗转去了北京，又有幸得到了设
计家吕敬人、刘晓翔的指导，“他们给
我的，不仅仅是设计的技能，更多的是
踏实做事，认真做人的态度……”

“最美的书”创立于2003年，是上
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书籍设计年度
评选活动。十多年来，“最美的书”评委
会受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主办
机构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的委托，邀
请海内外顶尖的书籍设计师担任评
委，评选和推荐当年度来自中国的

“最美的书”并送往德国莱比锡参加
次年度“世界最美的书”的评选。十多
年来，先后有15批321种来自中国的

“最美的书”亮相德国莱比锡，有19种
荣获“世界最美的书”的奖项，其中 2
项获金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图片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和受访者提供

成都设计师
打造《寻绣记》
喜获“最美的书”

“我打赌，知道这个的人不超过
三 个 ”“ 这 就 是 传 说 中 的 网 红 水
果”……在抖音上，一种表皮发紫状
似番薯的野生水果意外走红。从腹缝
线炸开，露出形若香蕉的莹白果肉，
奇特的外形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这
个叫做“八月瓜”的野生水果至今已
拥有了416.7万的播放量。

别名“八月炸”的八月瓜，是多年
生木质藤本的三叶木通结出的果实，
它的繁盛从每年农历八月开始，应季
之时，椭圆的成熟果实会自动炸开表
皮，瓜熟开裂，露出果肉，绽放甜蜜，
在默默无闻的荒野，以一种极其“朋
克”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又因
果肉形若乳白色的香蕉，因此还被称
作“野香蕉”。

2015年，时任四川农业大学农学
院教授的罗培高前往雅安市石棉县
就任科技副县长。让他意外的是，自
己会与小时候放牛时吃过的八月瓜，
在这里再次相逢。“真的很偶然，很巧
合的机会。”在对石棉县栗子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野生植物资源进行调
查时，罗培高发现，在石棉中高山地
区野生八月瓜资源相当丰富。

“适应性强，栽培容易，在浅山
中山高山都能生长，而且耐瘠薄，耐
旱、耐涝、耐寒、病虫害少。”罗培高通
过缜密的调研发现，自然条件适宜、
土地资源丰富、群众意愿迫切，种植
条件简单，一切的一切都在展示，发
展八月瓜“有搞头”。

作为一种长在深林山野里的野
生水果，八月瓜广泛见于南方，在山
林间挂果生长，在大山里经常被人食
用，却不被外人所熟知，也没有大规
模地推向市场。

“在我记忆里，没走出大山之前，
好像没有哪种东西比八月瓜更可
口。”据罗培高介绍，八月瓜不仅口感
清新甜糯，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氨
基酸含量较高，对人体很有益处。“随
着环境形式的日益严峻，人们的养生
意识逐渐加强，保健型水果将会在未
来的水果市场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而八月瓜就可以作为新一代的食疗
性水果。”而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斌看来，八月
瓜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果用、药
用、油用、菜肴、茶饮、观赏等均可发
挥它的作用。

2015年，罗培高课题组在崇州建
立了四川农业大学石棉八月瓜研究
中心。同年，罗培高还提出了八月瓜
仿野生种植模式。至2017年，课题组
已测定了八月瓜的营养成分与次生
代谢物和种类及其含量，明确了八月
瓜的遗传组成，启动了八月瓜全基因
组测序及其分子育种工作。

从2015年5月开始，石棉县投入
资金300余万元，用于采购八月瓜实
生苗和扦插苗，在中高山荒山、荒坡
和闲置的林地进行仿野生试点栽植。
至今，石棉县已带动1000余名中高山
群众种植八月瓜，面积达6000余亩。

在石棉县蟹螺藏族乡村民郑
友兵心中，漫山遍野生长的八月瓜
近几年变了，从“没啥价值”变成了

“可以卖钱”。
郑友兵说：“以前只是知道能

吃，现在知道它还能卖！以前最多
拍个照，看着有点稀奇，最近几年
市场打开了，也能卖出去了。种植
八月瓜没啥成本，今年收购的价格
也比较高，农户们基本上都挣到钱
了。20多天时间，我们村卖八月瓜
的获利少则上万，劳动力多、采摘
多的，能卖上两三万元。”

2016年，专门从事八月瓜系列
产品研发、加工和销售的雅安蜀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自此之
后，每逢八月瓜成熟的季节，蜀丰
公司就会在每个村布下收购点，村
民采摘下的八月瓜堆满了筐，垒起
了箱。“2018年，我们预计收购200
万斤的八月瓜，但由于天气变化影
响，山上下雨影响采摘，所以一共
收购了121万多斤。在收购点，我们
给农民的价格是1.5元一斤，如果
是运到公司的话，有油费车费等成
本，我们会给到2元左右。”雅安蜀
丰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贺龙辉表示。

石棉县安顺乡松冈村村主任
余令峰告诉记者，“八月开头，还未
成熟的青色果实可以卖去加工八
月瓜茶，等到九月末完全成熟，就
可以拉去市场上卖。今年的收购价
格最高，可以达到1.5元。”

2018年6月1日，经四川省食品
安全标准委员会审查通过，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食品安全地
方 标 准 八 月 瓜 》（DBS51/
005-2018），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关
于八月瓜产品的食品安全标准，该
标准首次明确了八月瓜的感官要
求、理化指标、农残限量、生产加工
过程的卫生要求等。

居住在雅安中里的猕猴桃种
植户文昌惠，最近也种上了八月
瓜，“病虫害没那么多嘛，利用原来
的资源，不用重新搭架材。”她对八
月瓜也有一些期待，“现在才种上，
感觉（经济价值）应该还是可以。”

实际上，将八月瓜培育成人工种
植的水果的做法，不仅在石棉，在全
国多地，也正在进行。这一网红野果
撬动的产业，竞争正日趋专业化。

与四川同处南方的湖南永州，一
个面积高达20000亩的规模化八月瓜
种植基地也正在推进中。“野生八月
瓜主要分布在湘西，虽然永州山上也
有，但口感上还有缺陷，所以我们与
科研院所正在进行合作，启动八月瓜
新品种的选育工作。”据湖南百优特
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国
平介绍，八月瓜产业化已经得到了专
家和行业的认同，只是目前国内还没
有形成种植和加工产能规模。“同时，
精深加工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湖北恩施的谢刚毅开始八月瓜
种植之旅的时间更早，作为湖北省宣
恩县硒源八月瓜产销合作社的创始
人，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通过线
上多个电商渠道进行销售，今年10万
斤的八月瓜已经全部卖完了。

陕西省安康市麒褀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安康八月瓜研发中心副主任
汪守鹏则一直期待着八月瓜“陕西标
准”的出台，“如果能出台一个整体的
标准，那么全产业链就能爆发开。”

全国首个关于八月瓜的安全生
产标准的出台，对推进这种网红水果
的进一步利用和深加工，起到了指导
与推动的作用。在四川出台这一标准
后，雅安蜀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
了代用茶生产许可的现场检查，取得
了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意味着，对八
月瓜的精深加工，已开始进行。“目
前，我们主要将收购来的八月瓜做成
果茶、精油、果酒等加工产品，之后会
参照四川省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进
行下一步多元化产品的精加工生
产。”该公司一名负责人说。

而在罗培高眼里，八月瓜产业远
不仅仅是将一种野果转变成人工种
植的水果那么简单，对这一品种的后
期开发，将贯穿整个产品研发线。“我
们会根据八月瓜自身特色和现代社
会消费需求，深入研发果酒、果酱、果
茶、精油、盆栽等精深加工产品，建立
立体产品体系产业链条，不断提升产
品附加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柳行

偶遇网红野果八月瓜
川农教授觉得“有搞头”

从“长在深山无人识”
到“新一代食疗水果”

四川已建立全国首个
“八月瓜”食品安全标准

育种与深加工
是“下一个战场”

八月瓜令吃货们垂涎欲滴

昨日10时50分，泄流槽开始过流

书中居然还有刺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