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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东路与下莲池街交叉路
口，这里是丁字路，有三条斑马线，
不过没有设置红绿灯。11 月 18 日
上午，周边车来车往，有的直行，有
的转弯，然而当行人需要通过斑马
线时，经过车辆纷纷停下来进行礼
让，待行人顺利通过后才起步。见
到这一幕，在此进行整治的交警上

前给这些文明司机点赞。

无红绿灯
自觉礼让行人获交警点赞

上午，成都市交警三分局民警
在滨江东路与下莲池街交叉路口
对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不文明行
为进行整治。上午10点25分，一辆
蓝色越野车打着右转灯准备从滨
江东路转入下莲池街，与此同时，
下莲池街的斑马线上几名行人正
在过马路，见有行人，越野车远远
地就开始减速，停在了斑马线前，
待行人顺利通过后才起步。

见到司机文明的一幕，执勤民

警侯建上前将车辆拦下，见到交警
走来，驾驶员有些懵，问到“警官，
我是有违法吗？”“驾驶员，刚刚在
斑马线前主动礼让行人，做得很
好，希望坚持。”原来，民警是上前
给司机点赞，当得知是表扬后，驾
驶员李先生才松了一口气。李先生
说，自己驾龄已经17年，平时开车
很注意，遇到行人都会停车礼让，

“文明驾驶，应该的，这是每位驾驶
员的义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
注意到，和李先生一样的司机还不
少。在滨江东路有两条斑马线，也没
有设置信号灯。当有市民通过斑马线
时，直行的车辆纷纷停下车让行。

文明礼让逐渐成习惯
半小时仅一辆遭罚

不过，现场也有个别司机不文
明驾驶，上午10点20分，同样是从
滨江东路右转进入下莲池街，见有
行人正在斑马线上通过，一辆白色
越野车没有减速停车让行，而是迅
速转弯从行人面前经过，随即，被
民警拦下，对于驾驶员不礼让的行
为，民警对其作出了罚款50元，记
3分的处罚，并对其进行了教育。驾
驶员表示，自己知道应该礼让行
人，当时转弯时没注意，便开了过
去，以后一定吸取教训，文明驾驶。

成都市交警三分局民警侯建

介绍，通过长期的宣传和整治，如
今礼让行人的驾驶员越来越多，在
昨天整治的半小时左右，只有一辆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遭到了处罚，其
他驾驶员都很自觉地礼让行人。

同时，对于很多司机来说，斑
马线前礼让行人，已经逐渐成为习
惯，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一看到
行人过马路，我就会停车。”司机周
先生说，以前不会特别留意有没有
行人准备过马路，只要前方没有
车，一脚油加速行驶，而现在，只要
远远地看到斑马线，很自然会看看
两边有没有行人，只要有行人，便
会停车让行人先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没有红绿灯 成都司机照样礼让行人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已成为他们的习惯点赞!

捡到3000元手机
一名收荒匠
做出的选择

11月初，依靠收纸
板、废品为生，51 岁的
成都温江收荒匠陈林面
对一场“道德考题”：街
面上的手机被他捡起
来，时不时打来的陌生
电话，是把电话还回去，
还是卖给路边偶遇的路
人？

用自己的老年手机
回拨号码，找到失主后
汇合归还，第一时间拒
绝失主的红包谢意——
陈林用行动践行言语：

“我经常在周边收废品，
经常会捡到别人的东
西，不是我们的东西，我
们坚决不能要。”

第五届中
国（成都）国际
科幻大会将于
11月22日至11
月24日在东郊
记忆·成都国际
时尚产业园召
开。本届大会由
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指导，成都
市人民政府和
四川省科学技
术协会主办，成
都市科学技术
协会、四川科幻
世界杂志社有
限公司、成都传
媒集团、成都市
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等单位承
办，四川科技
馆、成华区政
府、成都市互联
网文化协会等
单位协办。

昨日，第五
届中国（成都）
国际科幻大会
的新闻发布会
在成都召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
场获悉，本届科幻大会以“多元幻
想，多彩未来”为主题，会期三天，将
邀请包括世界科幻“雨果奖”得主、
国外科幻协会负责人、历届世界科
幻大会申办组委会主席等来自 14
个国家的 60 余位国际嘉宾，和 300
余位中国知名科幻作家、相关专家
学者及科幻产业精英，共同参加超
过 40 场分享和讨论活动。据悉，这
将是历年来中国对外科幻文化交流
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次盛会。

大会活动将由“1+2+N”体系

组成：“1”即一个开幕式；“2”即两
大主题活动——“2019科幻高峰会
议暨亚洲科幻会议”和“银河之夜”
颁奖活动；“N”即多项国际科幻专
题系列论坛，包括亚洲科幻会议分
论坛、科幻产业类论坛、科幻文化
类论坛、科幻学术类论坛、科幻教
育类论坛、申办世界科幻大会专题
论坛等。同时，为支持成都申办世
界科幻大会而举行的“100 年后的
成都”全球科幻作品征集活动也将
在大会“银河之夜”颁奖活动中公
布获奖名单。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经戈详细介绍了中国（成
都）国际科幻大会的背景，以及第五
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与往届
相比有哪些特色值得期待。他谈到，
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创始于
1991年，主办方为四川省科学技术
协会，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
的科幻交流品牌活动。

1991年，为融入世界科幻的发
展，四川省科协支持科幻世界杂志
社成功申办“世界科幻协会（WSF）
1991 年会”，该次年会被世界科幻
协会评为“WSF成立以来最隆重最
成功的年会”。这次年会是中国举
办的首个大型国际科幻活动，也是
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的起源。
1997 年，由中国科协主办、四川省
科协承办的 1997 年国际科幻大会
在北京举办，并由科幻世界杂志社
设立与承办成都分会场。由此，“国
际科幻大会”的名称正式确立。
2007年，四川省科协在省科技馆举

办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
幻大会，参会作家和科幻爱好者超
过2.4万人次。“四川是中国地理上
的凹地，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此
说法不胫而走，四川成都成为科幻
迷心中的文化圣地。2017 年，由中
国科协主办的唯一国家级科幻活
动“中国科幻大会”莅临成都，与四
川省科协主办、成都市政府支持的
第四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
同期举办。

如今即将举办第五届中国（成
都）国际科幻大会，办会规模逐渐增
大，大会议题逐渐多元化，文化与产
业的融合也逐渐加强。目前，“中国
（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已经成为四
川省极具特色且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文化品牌。就今年的特点来说，和往
届相比，今年的活动数量再创新高，
国际化色彩更强、产业化阵容更大、
科幻迷和市民参与度更高。这也是
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不同于其
他国内科幻活动的地方。

谈到本届大会的重量级嘉宾以
及他们会参与的活动，四川科幻世界
杂志社有限公司副总编姚海军介绍，
本届大会邀请14个国家的国际嘉宾
近60人，其中包括罗伯特·索耶等世
界科幻“雨果奖”或“星云奖”得主，藤
井太洋等国外科幻协会负责人，比尔·
罗霍等多届世界科幻大会申办（举办）
组委会主席、副主席或顾问等。

拟邀请国内嘉宾 340 余人，包
括科幻作家、学者代表；科学家代
表；科幻产业界代表；科幻展商；全
国科幻迷代表等。刘慈欣、王晋康、
何夕、韩松等我国著名科幻作家也

将会来到成都和大家见面，共同支
持成都这场科幻盛会。

在大会期间，四川省科协还
将 主 办“ 国 际 科 幻 文 创 & 产 业
展”，邀请数十家国内外参展机
构展出科幻出版物、科幻文创衍
生产品、动漫产品等展品。

据悉，本届大会的主题论坛活
动可至园区免票参与，而大会开幕
式和“银河之夜”晚会则需要提前报
名预约。目前科幻世界杂志社已经
开辟报名通道，观众可以通过线上
报名参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发布会上，主办方谈到，四川在
国内科幻领域具备“领头羊”优势，
成都被国内科幻界誉为“中国科幻
之都”。这里汇聚了科幻世界、八光
分、赛凡空间等国内一流的科幻产
业机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科幻
世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
志，创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科幻奖项

“银河奖”，发掘培养出了刘慈欣、王
晋康、何夕等中国顶尖科幻作家，以
及一大批新生代科幻新星。近年来，
成都在科幻产业以及其他包括游
戏、影视、动漫等相关行业的发展皆
走在全国前列。

根据刘慈欣同名科幻小说改
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是通过成都
本土科幻杂志《科幻世界》首次发
表后才为读者所知，该电影的特效
制作也有成都团队的身影。而今年
暑期大热的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
魔童降世》则主要是由成都的团队
制作。本届大会上，由成都市科协
主办的“100年后的成都”科幻作品
征集活动获奖作品将公布，一批成

都科幻创作者创作的以成都为背
景的科幻小说、科幻画、科幻短视
频将发布。《流浪地球》电影周边道
具模型、《末日远征》游戏等一批成
都本土科幻产业机构开发的影视、
动漫、游戏及相关周边作品也将进
行展示。由成都科幻作家七月创
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成都
为背景创作的科幻长篇小说《群
星》也将与读者见面。

正是基于成都在科幻产业发
展方面深厚的历史积累和富有远
见的战略布局，成都于 2018 年正
式提出申办2023年第81届世界科
幻大会。目前，申办工作已有序进
展一年有余，成效初显，获得了国
内外众多科幻爱好者的支持。第五
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正是
在成都积极申办的背景下举办，将
向国内外科幻迷及科幻从业人员
展示成都深厚的科幻文化，为成都
举办国际性科幻交流活动积累更
多经验，为申办世界科幻大会夯实
基础。

一个开幕式一个开幕式
两大主题活动两大主题活动

““NN””项国际科幻专题系列论坛项国际科幻专题系列论坛

科幻大会有些啥？AA

本土本土《《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
创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科幻奖项创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科幻奖项““银河奖银河奖””
发掘培养出了刘慈欣等中国顶尖科幻作家发掘培养出了刘慈欣等中国顶尖科幻作家

《《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降世》》则主要是由成都的团队制作则主要是由成都的团队制作

为啥被誉为“中国科幻之都”BB

活动数量创新高活动数量创新高 国际化色彩更强国际化色彩更强
产业化阵容更大产业化阵容更大
科幻迷和市民参与度更高科幻迷和市民参与度更高

科幻大会有哪些特色？CC

世界科幻世界科幻““雨果奖雨果奖””或或““星云奖星云奖””得主得主
藤井太洋等国外科幻协会负责人藤井太洋等国外科幻协会负责人
刘慈欣刘慈欣、、王晋康等我国著名的科幻作家王晋康等我国著名的科幻作家

哪些重磅嘉宾参会？DD

收荒匠捡到手机
拒绝周围人用500元买下

11月5日上午9点过，在温江凤凰
立交附近，以回收纸板、废铁为生的收
荒匠陈林推着电动三轮车前行，偶然发
现地上有一部手机。陈林捡起来，按了
按手机按键，屏幕亮起，不是模型机。

“我第一反应就是失主肯定很着
急。”陈林想要联系失主，但无法解锁手
机。陈林是成都温江花土社区人，今年
51岁，平时以捡废品为生。这不是陈林
第一次捡到物品，每一次捡到物品，陈
林都是一个答案：还回去。

无法解锁手机，也就无法归还手
机，陈林有些为难。“周围有路人看到，
就想出 500 块钱买下电话。我没同意，
就觉得将心比心，失主肯定很着急。”陈
林回忆。

陈林从头到尾都没想过要把手机
占为己有。“我经常在周边收废品，经
常会捡到别人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东
西，我们坚决不能要。”陈林自己收废
品，有时一个月收入一两千元，好一点
的时候收入三千多元。

失主想给红包以表谢意
收荒匠立刻拒绝

10 多分钟后，捡来的电话响起铃
声，有陌生号码打过来。陈林自己使用
的是一部老年手机，面对智能手机的来
电，陈林不会接听。过一会，陈林用自己
的老年机回拨电话号码，电话接通的另
一头正好是失主赢蔺。

“你是不是电话掉了？”电话一接
通，陈林就问。失主赢蔺赶紧确认，双方
确认细节后，约定好见面。

很快，赢蔺在同事的陪伴下前往
约定好的见面点。女孩赢蔺在温江工
作，这天一大早，骑着电动车通过凤
凰立交时，没注意身上的电话掉出来
了。在单位发现电话不在后，就赶紧
用同事电话回拨，“很快就接到陈师
傅的电话，然后就碰头拿回电话了。”
赢蔺回忆。

“当时就很感谢，我就提出给陈
师傅发个现金红包，陈师傅马上拒
绝，说没有必要。”赢蔺还想加个微
信，发个微信红包，发现陈师傅还在
使用一台老年机，没法使用微信。赢
蔺透露，这次陈师傅捡到的电话是自
己前年花了3000多元购买的。

“我确实觉得没有必要，每个人都
有不容易、困难的时候。”陈林说。

“对于陈师傅这样的人来说，更
是不容易。我觉得陈师傅这种拾金不
昧的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赢蔺再
三表示谢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颜雪

图片来自金温江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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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和失主赢蔺

进 行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