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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候鸟现身兴隆湖

金沙江堰塞湖
蓄水量降至约0.86亿立方米

湖畔蒹葭苍苍
空中群鸟翩翩

318 国道一大桥桥面被冲毁

被洪水冲毁的大桥 新华社发
根据长江委水文局和西藏自
治区水文局的信息，14 日 7 时，金
沙 江 堰 塞 湖 坝 上 站 水 位 2906.02
米，水位总降幅 50.38 米，堰塞湖蓄
水量约 0.86 亿立方米，较最大蓄水
量减少 4.92 亿立方米。目前堰塞湖
下泄流量约为 1000 立方米/秒，进

水量约为 600 立方米/秒，出水量
大于进水量。
据了解，13 日 13 时 45 分，金
沙江堰塞湖达到最大蓄水量约
5.78 亿立方米，18 时出现最大下泄
流量，达 3.1 万立方米/秒。由于泄
洪量较大，造成 318 国道竹巴龙大
桥桥面被冲毁。
据交通部门专家分
析，桥墩安全系数若达要求，桥面
可先采用钢架桥应急保通。
此外，
记者从西藏江达县山体
滑坡堰塞湖抢险救灾前线指挥部
了解到，
14 日 2 时，
金沙江堰塞湖泄
流最大洪峰抵达昌都市芒康县竹
巴龙乡，流量达 2.09 万立方米/秒；
4 时左右最大洪峰抵达芒康县索多
西乡（苏哇龙电站），之后进入了云
南省境内。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要求，
四川、云南沿江地区要继续保持高
度警惕，
做好群众避险转移等各项
防 御 措 施 ，妥 善 应 对 过 流 洪 峰 。
据新华社

奎星楼街等 6 个特色街区打造完成
群鸟飞翔

壮观

湖畔草坪，
成群鸟儿腾空而起
14 日早上 8 点，佘伟在上班途中，顺便到兴
隆湖湿地公园边做日常的巡护，宁静的湖边草坪
上，密密麻麻的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佘伟拿出
手机，还没来得及走近，草坪上像掀起了一层黑
纱，成群的鸟儿腾空而起，佘伟顺势将手中的手
机扬起，通过视频，记录下了这壮观的一幕。
在这个只有 10 秒钟的视频中，
黑压压的一片
鸟群在湖面上鸣叫盘旋，
“目测起码有三四百只。
”
佘伟说。作为天府新区环保和统筹城乡局林业园
林处工作人员，野生动物保护是他负责的工作之
一，
并且要承担兴隆湖湿地公园鸟类的巡护工作。
据他介绍，
“我们一是看有没有捕鸟的现象存在，
二是要通过望远镜等设备对这一区域的鸟类进行
观测，
如此密集的鸟群，
在兴隆湖面上实属罕见。
”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兴隆湖湿地公园，初
冬的湖面上雾气弥漫，湖畔芦苇丛生，尽管不见
成群盘旋的候鸟，但在湖面上、草坪中，已经出现
了野鸭等觅食的身影。
佘伟告诉记者，每年 11 月到次年 3 月，都会
有很多候鸟来兴隆湖越冬，最常见的有赤麻鸭、
草鹭、大白鹭、小白鹭。为什么会出现数量如此之
多的鸟群？佘伟猜测，是因为这个区域食物比较
集中，
“那一片草坪刚进行过修剪，大量的昆虫暴
露了出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初 冬 ，兴 隆 湖
面上腾起柔曼的轻
纱，水花和鸟鸣开
始密集起来。又到
候鸟越冬季，14 日
一早，数百只候鸟
现身薄雾中，在兴
隆湖上成群盘旋的
一幕，被兴隆湖的
巡护人员用手机记
录了下来，并惊叹
如此壮观的场景在
兴隆湖太罕见。成
都观鸟会会长沈尤
说，宽阔的水域和
丰富的食物，让兴
隆湖成为候鸟迁
徙途中栖息的胜
地 ，最 高 峰 时 ，该
区域野生鸟类有
52 种，雁鸭类水鸟
单次统计的最大
数 量 为 3500 只 以
上，沈尤建议，
“未
来要尽可能保持兴
隆湖的生态，控制
人为的干扰。
”

芦苇丛边，鸟儿在水中嬉游

鸟儿在水面
“漫步”
改造后的奎星楼街

背后

保护

稀客现身，
兴隆湖成越冬胜地

实施条例，
维护良好生态环境

14 日一早，成都观鸟会会
长沈尤就通过微信看到了兴隆
湖百鸟盘旋的视频，正在雅安
开会的他在电话中很肯定地告
诉记者，
视频中的鸟为灰椋鸟，
“这类鸟属于椋鸟科，
此前有人
所说的八哥鸟也属于椋鸟科，
椋鸟大群迁徙是很常见的情
况，尤其是湖边有大面积的草
坪，
很适合椋鸟栖息。
”
据 了 解 ，2015 年 初 ，蓄 水
不到一年的兴隆湖面，开始出
现一些野鸭子，成都观鸟会当
年对兴隆湖进行了 6 次水鸟调
查，共记录到野生鸟类 52 种，
其中有红嘴鸥、在成都平原难
得一见的花脸鸭，甚至全球仅
存 500 只的极濒危鸟类青头潜
鸭，还有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红胸秋沙鸭、黑颈、凤头
、小等。野鸭子 18 种，
雁鸭类水鸟单次统计的最大数
量为 3500 只以上，因龙泉湖、
三岔湖游客众多，人为压力过
大，兴隆湖一度成为成都平原
最大水鸟越冬地。
“ 总的来说，
候鸟数量比较大，处于一个稳
定的状态。
”

为了维护好兴隆湖良好的生态
环境，
天府新区实施了《成都市兴隆
湖区域生态保护条例》，
针对约 14 平
方公里的兴隆湖区域，
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都应当爱护兴隆湖区域生态
环境，
不得向水体排放、倾倒废弃物
或者其他污染物；
不得垂钓、
捕鸟；
不
得擅自捕鱼、
采摘水生植物等。
水域面积约 4500 亩的兴隆湖，
水引自东风渠，
佘伟介绍，
兴隆湖湖
水的流量为 5 立方米/秒，使湖水一
直保持着清澈，同时几年来兴隆湖
区域禁止钓鱼，鱼类和水生物繁殖
较快，
候鸟的食物更加丰富。
在兴隆湖边，随处可见沿湖及
湖心岛上葱郁的植被及挺水植物，
“这不仅可以直接给鸟类提供栖息
时 的 庇 护 ，还 可 以 充 当 鸟 类 的 食
物。”如今，随着休闲配套设施的建
设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前 往 兴 隆 湖 散
步、游玩。
沈尤说，要控制人为的干扰，
尽可能保持生态，而不是为人们的
景观需要，进行过度的干扰。让兴
隆湖像一面明镜一般镶嵌在成都
平原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陈红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明日起，成都将逗硬收容处置
限养区内禁养犬只
今年 11月
今年11
月 16
16日起
日起，
，
公安机关将对成都市限
养区范围内的禁养犬只
开展收容处置工作。
开展收容处置工作
。目
前全市限养区范围内的
禁养犬只开展收容处置
工作开展得如何？
工作开展得如何
？记者
走访了解。
走访了解
。
为营造文明卫生的宜居环境，今
年10月份，成都市犬只管理协调小组
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即日起
至今年11月15日，请未经批准在成都
市限养区内饲养禁养犬只的单位或
个人，通过将犬只送出限养区饲养或
自行送至动物保护中心寄养等方式，
妥善处置禁养犬只。
今年11月16日起，公安机关将对
成都市限养区范围内的禁养犬只开
展收容处置工作。
按照@蓉城犬管的官方解读，
成都市的限养区范围包括武侯区、

成华区、金牛区、锦江区、青羊区和
高新区，以及其他区市县划定的限
养区域。
成都市犬只管理协调小组办公
室还提醒，养犬需按照相关要求办
理《养犬登记证》，并为犬只定期注
射狂犬病疫苗。携带犬只出门须系
犬绳，防止犬只暴冲、惊扰、扑咬等
情况，并随身携带垃圾袋，及时清除
犬只粪便。
也就是说，11月15日就是成都市
限养区内居民妥善处置禁养犬只的
最后期限。从11月16日开始，公安机
关将“逗硬”对成都市限养区范围内
的禁养犬只开展收容处置工作。

记者走访：
不少小区张贴了文明养犬提示
今年8月份，因饲养的德牧咬伤
13岁少年，华润二十四城一期小区住
户赵甲（化名）被行政拘留10天（本报
曾报道）。
11月14日，记者再次来到华润二
十四城一期小区，发现在小区醒目处

少城片区，邀你打卡

放置了大型宣传海报栏，呼吁居民文
明养犬，同时张贴了22种禁养犬只名
单。在小区内及周边，都没有发现有
违规养犬行为，犬主主动牵狗绳，沿
途也没有看到禁养犬种。
不仅是华润二十四城一期小
区，包括禁养犬名单在内的文明养
犬提示已经在全市多个小区、社区
乃至街道办都张贴上了。期间，包括
武侯区浆洗街街道办、青羊区东坡
街道办、龙泉驿区同安街道办在内
的多个街道办，以及全市范围内多
个社区都在其官方微信公号上宣传
此次对限养区禁养犬开展收容处置
的事宜。
位于成都成华区一小区的物管
人员透露，只要发现小区内有不文明
养犬行为，例如一户多犬、养禁养犬
等，
都要向所在社区、派出所报备。
在成华区建材路附近，记者仍
然发现 不牵狗绳遛狗等不文明养
犬行为，部分地段还有流浪犬、无主
犬等情况，其中不乏中华田园犬等
禁养犬。

责编 郑然 美编 廖敏 校对 田仲蓉

救助基地：
犬只爆满，
收容压力较大
成都市犬只收容处置中心办公
室主任黄德祥透露，目前中心收容犬
只50余只，大部分都是公安机关、城
管部门送来的，很少有犬主直接送来
的，其中大部分都是无主犬、流浪犬。
“更多的收容犬只都送往其他流浪动
物救助基地了，希望犬主能够有责任
心地养犬。”另一方面，成都流浪动物
救助基地之一的四川启明小动物保
护中心也承担着较大压力。四川启明
小动物保护中心负责人乔伟透露，目
前保护中心的收容犬只已经超过
2000只，处于爆满状态，所以暂时不
会接收个体散户居民送来的犬只。
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本身也有
动物领养工作，
“如果是领养禁养犬，
需要前期调查。”对于目前还在限养
区饲养禁养犬的犬主，乔伟建议，一
是可以选择在非限养区饲养犬只，二
是可以选择一些寄养单位寄养犬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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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骨状”
街巷格局、
沿街茶馆
和文创小店、宽窄巷子历史文化街
区……2300 多年 来 ，少 城 城 名 不
改、城址不变，其宽窄巷子等传统
街巷空间蕴含着最具生活气息的
成都味道，
活力十足的文创产业也
给少城片区带来了新的气象。
然而，
少城片区不止宽窄巷子，还有 6 个
“杏黄街慢”
的特色街区邀你打卡。

11 月 13 日，记者从青羊区建
交局、成都市兴光华城市建设有限
公司获悉，
目前少城片区已打造完
成包括奎星楼街、泡桐树街在内的
6 个特色街区，通过对街道立面改
造、景观提升、人行道铺装、慢行系
统建设等内容改造，
实现对老旧街
区的有机更新，
打造出最原真的泛
历史文化创意街区。

探访\\
探访
新场景，体验“成都味”
在奎星楼街，
浅黄色的院落外
立面干净整洁，
街边的银杏叶泛黄
飘落，
沿街的“冒椒火辣”
等特色餐
饮小店门前行人络绎不绝，富有
“成都味”
的生活气息。
在小通巷（栅子街），沿街的绿
色景观，
配上特色文创小店的门头
设计，显得文艺范儿十足。沿街的
雕塑、装置艺术也镌刻着历史文化
名人和街巷故事、名字由来等，彰
显着少城片区的历史文化记忆。
在奎星楼街一家院落的门

口，住在附近老小区的陈婆婆告
诉记者，这条街道是今年刚改造
好不久的，能看到的是建筑外立
面改造、线缆下地、路面修葺、景
观打造等。陈婆婆告诉记者，
“感
觉好哦！以前墙壁比较旧，线缆也
比较乱，现在感觉巴适多了。”
吃过晚饭，
住在附近街道的文
先生带着孩子出来散步。
他告诉记
者：
“这里的慢行环境好多了，
街道
景观也漂亮很多，
现在感觉都可以
把街道当小公园来逛。
”

亮点\\
亮点

构建慢行系统，为住户提供“共享街区”
青羊区建交局城建科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少城片区已打
造完成支矶石街、泡桐树街、实业
街、小通巷（栅子街）、奎星楼街、吉
祥街共 6 个特色街区，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街道立面改造、景观更新、
人行道铺装、慢行系统建设等。这
6 条街道的设计风格与宽窄巷子
有机结合，通过优化道路断面，提
升道路交通效率，
并形成“口字形”
的闭合慢行交通网。
作为少城片区有机更新项目
的承建方，
成都市兴光华城市建设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妮告诉记者，
目前街道慢行系统已开始运行，
其
中支矶石街、小通巷、奎星楼街、吉
祥街已实现机动车单行，
泡桐树街
已实现步行街系统。
“以前，
这些街
道是比较狭窄的双向车道，
通过交
通规划、构建慢行系统以及社区活
动角的打造，给附近的商家、住户
提供了一个
‘共享街区’
，解决了老
旧小区缺乏绿化景观、生活娱乐场

景的问题。
”
“在项目设计过程中，我们还
遵循四大改造策略：聚力文创文
旅、提升产业能级；
复兴文化记忆、
塑造特色风貌；践行生活城市、提
升宜居品质；打造共享街区、构建
慢行系统。
”谢妮告诉记者，
该项目
的实施规划设计，
反复征询了多领
域专家、辖区单位和社区居民的意
见，做到了开门做规划。同时项目
选 取 了 支 矶 石 街 、小 通 巷（栅 子
街）、泡桐树街、实业街共 4 条通学
优先道作为项目建设示范街道。
根据实施规划，4 条示范街道
分别有不同的特色街区定位。其
中，支矶石街的定位是“以成都画
院为主线，
打造书香静谧的通学特
色街区”
，泡桐树街则定位于“以泡
桐树文艺复古格调为主线，
打造乐
活宜居的步行特色街区”。
此外，
实
业街和小通巷（栅子街）的定位分
别是多功能的生态特色街区和文
艺清新的戏剧特色街区。

未来\\
未来
持续更新，复兴街区文化记忆
未来，
少城片区的特色街区还
有哪些呢？
谢妮告诉记者，
该项目毗邻宽
窄巷子历史文化街区，
范围东至东
城根街、西至同仁路、南至支矶石
街及少城路，
北侧以槐树街和东门
街为界。项目规划涉及街巷 18 条，
总面积约 59 公顷。
谢妮表示，
“ 这是一个持续更
新的过程，
通过对少城片区老旧街
道的有机更新，
希望复兴街区的文
化记忆，重塑历史文化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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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希望提升附近街区院落的
环境品质。
目前，
该项目的
‘共享街
区’
已经初具规模。
”
谢妮表示，
下一步将着力提升
街区业态，结合少城文创产业发
展，营造街区新消费场景，打造少
城文创产业生态圈。此外，根据项
目规划，未来还将通过建设“立体
停车”
、
“机械停车位”
等方式，
进一
步缓解少城片区街道存在的难停
车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郑鑫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