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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43期开奖结果：511，直选：7450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6898注，每注奖金346元。
（16897235.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43期开奖结果：51169，一等奖43
注，每注奖金10万元。（324101275.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104期全国销售307889648元。开奖号码：
02 07 19 22 28 03+05，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
追加0注。二等奖179注，单注奖金279809元，追加63注，单注
奖 金 223847 元 。三 等 奖 300 注 ，单 注 奖 金 1 万 元 。
2854646726.46元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
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
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6日)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243期开奖结
果：682。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1、天府大道中段（锦韵路
路口至天府五街路口）

2、火车南站西路（武侯大道三
河段路口至绕城高速机场立交）

3、新程大道（东寺北一路
至天府大道南段路口）

4、中柏路（高新区中和利
民学校人行横道口）

5、金凤路（金泽路路口至
金博路路口）

6、光华西一路（成飞大道
路口至光华北五路路口

7、大石西路（一环路西一
段路口至大石南路路口）

8、贝森路（东顺路路口至
西三环路三段辅道路口）

9、武侯祠大街（蜀汉街路
口至一环路西一段路口）

10、新希望路（二环路南
二段路口至航空路路口）

11、科华北路（二环路南
一段路口至科华街路口）

12、武侯大道铁佛段（万兴
路路口至武侯大道顺江段路口）

13、武侯祠大街（蜀汉街
路口至一环路西一段路口）

14、武兴路（绕城高速收
费站至金江路路口）

15、成双大道中段（智远
大道路口至智星二路路口）

16、武侯大道双楠段（双
丰西路路口至双丰路路口）

17、成双大道中段（智星
二路路口至智远大道路口）

18、武侯大道双楠段（双
丰路路口至双丰西路路口）

19、武兴路（金江路路口
到绕城高速收费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张肇婷

据新华社电 6日18时05
分，一架空客A319飞机从成
都双流国际机场升空，飞往九
寨黄龙机场。这标志着国航正
式恢复因地震停航的“成都-
九寨黄龙”往返航线。

国航西南分公司“成都-
九寨黄龙”航班号为CA4481/
2，由空客A319高原机型每周
一、三、五、七往返执飞。

此前，四川航空公司已恢
复执行“成都-九寨黄龙”航
线，班期为每周二、四、六。国航
复航后，该航线增至每天一班。

2017年“8·8”九寨沟地震
发生后，九寨沟景区关闭，进
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当地政
府透露，目前九寨沟景区修复
工作进展良好，有望今年启动
试营业。

九寨黄龙机场位于四川
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
县，海拔约3447米，是九寨沟、
黄龙景区的重要空中交通枢
纽。在恢复“成都-九寨黄龙”
航班的基础上，该机场力争年
内陆续恢复至重庆、西安、北
京、上海等的航线。

据新华社电 记者7日从
成都国际铁路港管委会获悉，
6日，“24分体”哈萨克斯坦牛
肉运抵成都国际铁路港，标志
着中亚进口肉类业务在成都
国际铁路港全面展开。

据了解，该批次哈萨克斯
坦进口牛肉，按照“24分体”标
准工艺进行分割，经受了营养
成分、细菌等检验检疫过程。

所谓“24分体”，是指根
据中国肉类进口标准工艺，
对全牛的24个部位进行分
解，使整牛具备最大经济价

值。承运企业成都海韵达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公司计划每月从哈萨
克斯坦进口400吨到500吨牛
肉，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据悉，哈萨克斯坦牛肉于
今年7月获准售往我国。成都
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对外联络
部部长曾怡介绍，成都国际
铁路港将进一步扩大对白俄
罗斯、乌克兰等地肉类商品
的进口，提供全程供应链服
务，满足西部地区进口肉类市
场需求。

王吟追星其实没有那么“疯狂”，严
格说起来，她说她是佛系追星，但对吴
青峰，近一两年开始从佛系转向“痴
迷”，这次到成都也是她第一次现场看
吴青峰演出。

进入高三后，王吟的课程加重，除了
学校课程，还要准备一系列艺术作品设
计，马上还会准备国外学校申请。“是比较
辛苦，但是我可能和正常高考的高三同学
的辛苦还是有些不一样，但是压力肯定
是有的。”王吟对记者表示，自己喜欢的

“爱豆”较多，但都是限于喜欢和支持，
平时有时间就刷一下，“没有占用特别
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属于喜欢
就在心里，不必要去做特别多的事情。”

对于吴青峰，王吟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最爱”。“一直都知道有这个人的存
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内心就突然打开
了。他给我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关于内
心和现实两方面，在一个紧张、特别压
抑的学习阶段，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光，
他激励我让我去成为一个更优秀的
人。”王吟说。

为此，她在对吴青峰的态度“转变”
阶段，还专门有文字记录。王吟还告诉
记者，因为假期要做艺术相关的作品，
会需要灵感，她认为追星还会为她提供
一些不同的灵感和视角。

9月6日晚上，王吟在成都成功见到
了自己的偶像。

下周一起
22套电子眼抓拍
开车打电话、不系安全带陪你去追星！

只要托福能考90分

女儿
的决定

开学了，怎么
去看偶像的表演？
逃课？装病请假？
不，请妈妈帮忙，向
老师请假！

妈妈
的约定

到成都去追偶
像？可以！帮你向老
师请假？可以！月底
的托福考试要达到
90分，否则……

网友
的鉴定

这样的妈妈给
我来一打、妈妈也
太好了吧、神仙妈
妈……

专家
的判定

帮孩子请假追
星，没有好与不好，
要看是否合适，看是
否影响孩子的学业，
看亲子关系如何

成都国际铁路港
全面展开中亚进口肉类业务

国航恢复“成都-九寨黄龙”航线
九寨沟景区有望年内开放

神仙
妈妈

帮高三女儿追星请老师批假

在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看来，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可以追星，
但不能影响学业。不排除有的学生可能不顾学
业去追星，并把这视为自己的梦想。对于有可能
错位的梦想，家长应该理性引导。

“当然，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父母与孩子
的关系也不同，也许家长考虑到孩子如果不去
完成自己的‘梦想’，就无法投入学习而选择帮
孩子请假追梦，那这属于他们自己的选择。”熊
丙奇说。

此外，他还表示，家庭教育有基本的原则，
也有不同的家庭个性，要看每个家庭的具体情
况，以及亲子关系。“这是家庭结合学生的个体
情况做出的选择，只要父母和孩子觉得合适，并
没有影响学业，也达成了父母和孩子间的“协
议”，别人就不必干涉。至于好不好，因为这属于
个体，不能一概而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马天帅 刘成梦

见过为你报各种补习班的妈妈，见过时时念叨你成绩的妈妈，见过严
格控制你娱乐时间的妈妈……但你有没有见过，不但不阻止你追星，还帮
你向学校请假的妈妈？

今年高三的王吟（化名）就有这样的一位“神仙妈妈”。9月6日，吴青峰
在2019成都车展易车潮音乐节登台表演，为了女儿能见到自己的偶像，
王吟的妈妈孙女士向老师发去请假申请：周五她想去追逐一下梦想，请求
我帮她请个假，我陪她一起追逐！恳请您批个假！

孙女士的“壮举”让网友大呼“这又是别人家的妈妈”。然而，这次请假
到成都看吴青峰的背后，其实还另有“代价”……

说起追星，谁都不会陌生，是少男少
女为自己喜爱的明星日夜打榜，抑或是
与“黑粉”在网线两端撕得天昏地暗，再
或者是不远千里只为见其真人一面……

西安的王吟今年17岁，她就是活脱
脱的追星少女一枚。在得知吴青峰会出
席2019成都车展易车潮音乐节时，王吟
在放票当天零点就抢到了门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9
月6日至7日，2019成都车展易车潮音乐
节，在成都西部博览城南广场与成都国
际车展同期举办，华晨宇、吴青峰、老狼
等16组优质音乐偶像将登台表演，其
中，吴青峰就是9月6日的表演嘉宾。

王吟面临的问题来是：这段时间已
经开学了，该怎么抽出时间去看表演？

逃课？装病请假？……都不是，她选择了
直接告诉妈妈！

王吟妈妈孙女士在女儿的请求下，
在演出前一天向学校老师发出请假申
请：周五她想去追逐一下梦想，请求我
帮她请个假，我陪她一起追逐，恳请您
批个假！

老师同意后，王吟买了当天上午到
成都的火车票，而孙女士也在晚上到成
都与女儿会合，她向记者表示：“她追她
的星，我追她的同时，自己随便逛逛顺
便吃点好吃的！”

9月6日早上，王吟将此事发在网
上，引来了网友的纷纷评论：这样的妈
妈给我来一打、妈妈也太好了吧、神仙
妈妈……

高三女儿追星
“神仙妈妈”帮忙向老师请假

这样的神仙妈妈你是不是也很羡
慕？别急，妈妈其实是有条件的……

记者了解到，王吟在西安就读一所
国际高中，正值高三的她课业繁重，当
她向父母提出要到成都看吴青峰演出
时，妈妈刚开始有一点点惊讶，在这么
紧要的关头，竟然要去现场追星。

最后，双方谈好了“条件”。
“我当时给妈妈做的保证，是一个

分数，我说这次9月底会有考试，考试没
有达到那个分数，我就再也不会去看，
不再提吴青峰，不再看与吴青峰有关的

任何东西。”王吟对记者说道。
对于女儿的追星，孙女士没有完全否

定，而是给予一定的支持。“如果我不让她
去，她真的就能静下心来学习吗？”孙女士
告诉记者，孩子学习不是第一位的，抓学
习也要劳逸结合，“孩子有星追，她就会给
自己定目标。这样，孩子所做的所有事情
是她自己决定的，学会负责任地定目标，
然后完成，这也是成长的一个经历！”

孙女士还说，这次和女儿约定好的
是月底托福考试达到90分，如果完不
成，那就没有下一次了。

妈妈抛“协议”
追星可以，但托福考试要考90分

女儿“兜底”：
他激励我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电子警察将开通新功
能，从9月9日（下周一）起对驾
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不按
规定使用安全带的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抓拍。”成都市交管
局科技信息处民警高杨介绍，
首批开通此功能的电子警察
设备分布在全市19个点位共
22套，将进行高清抓拍。高杨向
记者展示了一组违法抓拍图
片，通过图片不仅能够清晰地
看到车牌号，还能看到驾驶员
在驾车过程中没有系安全带的
违法行为。另一张图片则显示
驾驶员在驾驶时拨打接听电

话，也被电子眼拍摄了下来。
经电子警察处理中心审

核认定后，录入交通违法处理
系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驾驶
人驾驶车辆时，不按规定使用
安全带，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
处罚；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拨
打接听手持电话，将被处以记2
分、100元的罚款处罚。

高杨表示，驾驶时不系安
全带和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存
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希望
广大驾驶员能够遵守道法规
定，违法被抓拍后将会被交警
部门处罚。

开车接打电话，不系安全
带的司机注意了，成都交警电
子警察开通新功能，将对这些
违法进行抓拍。9月5日，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
市交管局了解到，交管局将于
9月9日（下周一）起，在中心城
区19个道路点位，开通22套电
子警察抓拍功能，对驾驶人在
驾驶车辆时，不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两
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交警提醒，违法经电子警
察处理中心审核认定后，录入
交通违法处理系统。驾驶人驾
驶车辆时，不按规定使用安全
带，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处
罚；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拨
打接听手持电话，将被处以记
2分、100元的罚款处罚。

高清抓拍：
接打电话、不系安全带一目了然

帮孩子请假圆“追星梦”
没有好与不好 只有合不合适

教 育 专 家■

两醉酒小伙车库里玩灭火器
当事人酒醒后懊恼：遭了，做傻事了

昨日凌晨5点左右，成都万科·金色城市二期的小
区内，两男子在停车场内用灭火器“嬉戏”。他们在寂
静无人的停车场，抱着灭火器相互追逐。小区监控视
频显示，停车场负一楼顿时变得“乌烟瘴气”。

几分钟之后，一头“白发”的他们又出现在电梯
内，似乎意犹未尽且满身是灰的他们，又开始兴奋地
拍起照来，好不惬意。

该视频传到小区业主群后，他们一下就“火了”。
他们在干嘛？是喝醉了吗？疯了吗？……视频发到

网上后，有人怀疑他们是外来的不良人员，会对小区
的安全产生影响。

为了解开疑团，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通过多
方走访，终于找到当事人的朋友。

/当事人朋友/
其刚清理完被弄脏的车

6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来到该小区，试图寻找当事人。循
着电梯视频监控中显示的数字“8”，
记者把目标锁定了该小区的8栋。

8栋正在打扫卫生的保洁员胡
大姐称：“电梯的三面都有。”因为不
知道是什么东西，她进行了清理。当
记者给她看了视频后，她才恍然大
悟，“原来是灭火器的粉末啊。”至
此，记者确定，事发地应该就是8栋。

从视频中还可看到，两个小伙
进入电梯后按了34楼的键。记者来
到34楼挨个询问，居住在4号房的肖
大爷说：“5号确实住着两个男的。”

当记者敲响5号的房门时，屋内
没人应答。正当记者准备离开下楼
时，34楼的电梯打开了。电梯内出来
一位手拿鸡毛掸子的男子，当记者
拿出视频询问时，这位名叫李伟（化
名）的男子立马表示，视频中的黑衣
男子正是他的朋友。而他，刚刚在楼
下清理完被灭火器弄脏的车。

记者看到，地下停车场进单元
楼处还留有灭火器粉末的痕迹。

/当事人说抱歉/
下次不能再闹这样的笑话了

李伟告诉记者，自己听朋友说
起此事后，就陪他到小区物业办公
室做了解释。记者表示想联系视频
中的黑衣男子，该男子称因为此
事心情不太好，婉拒了采访。

“他做这个事情，确实也是
不好意思。”李伟告诉记者，他们
都是四川南充人，一起在成都上
班。当天朋友的弟弟正好来成
都，兄弟二人都很开心，晚上就
多喝了点酒。在回地下停车场拿
东西时，二人开始拎起灭火器喷
了起来。

不过据李伟介绍，朋友醒来
以后回想起来也很懊恼，一直对
李伟说：“遭了，做傻事了。”后来
得知地下停车场有一辆车被弄
脏时，他还主动告知车主他将承
担清洗责任。

最后，当事人也通过李伟告
诉记者，他也认识到自己做这个
事情的“幼稚性”，以后一定多加
注意，“不能因为醉酒，再闹出这
样的笑话。”

/成都消防/
严重损坏消防设施

属违法行为

该小区物业方负责人王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接
到业主反应后，他们查看监控就
发现了此事。随后他们便找到该
业主，业主也认识到朋友的荒唐
行为确实不妥。

王东认为，这件事也反映了
小区在消防方面的不足。今后，
他们除了将对业主进行消防知
识的宣传外，还将在日常的工作
中加强消防巡检工作，保障各类
消防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成都消防相关工作人员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灭火器是
公共消防设施，在地下停车场对
人进行喷洒，属于不正当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市民损坏公共消
防设施是不对的，情节严重将导
致违法。成都消防提醒广大市
民：请勿擅自、私自损坏灭火器
等公共消防设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章玲 摄影报道当事人朋友拿着鸡毛掸子清理被弄脏的车

王吟发微博称妈妈已帮她向老师请假

孙女士向老师发去请假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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