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刻字红石滩
是“善”还是恶?

痛心
元旦小长假 红石上被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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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一片鲜艳的红
石滩，与皑皑白雪相

映成趣，但其中几块红石格外
刺眼，上面刻着“善”、“李敏”
等字样……1月3日晚，几张
痛斥旅游不文明行为的照片，
在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发
帖者是四川天全二郎山喇叭
河景区负责人，他证实此事发
生在喇叭河景区，发生时间为
元旦小长假期间。在痛斥不
文明行为，呼吁保护旅游资源
的同时，景区表示将进一步加
强保护和管理。

此事也引发了雅安市旅
游局和生物学界的关注。相
关学者表示，红石滩为稀有
景观，此次受损的红石要两
年才能自我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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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空气质量
成都（18时）
AQI指数 349 空气质量 严重污染
优：康定、西昌、马尔康、攀枝花 良：广元
轻度污染：遂宁、广安、巴中
中度污染：资阳、绵阳、南充、内江
重度污染：乐山、泸州、自贡、宜宾、眉山、德阳、

雅安、达州

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95-225
空气质量等级 中度到重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局部城市
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局部
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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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02期开奖结
果：07、12、14、31、34、09、11，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1
千万。一等奖追加0注；二等奖112注，每注奖金
94533元。二等奖追加14注，每注奖金56719元；三
等奖403注，每注奖金9377元。三等奖追加115注，
每注奖金5626元。（32.52亿元滚入下期奖池）中国体
育彩票排列3第17004期开奖结果：616 直选：8888
（49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12882（925）注，
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0 注，每注奖金 173 元。
（125.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第17004期开奖结果：61660 一等奖：30注，每注
奖金10万元。（2.76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01期：33130103030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01期：131311031031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04期开奖结果：317，单选576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1348
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7002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23、07、19、22、20、
03、16，特别号码：27。一等奖0注，单注奖金0元.
二等奖10注，单注奖金25505元。奖池累计金额
3309297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开展出租车专项整治
处理交通违法6495件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1月4日，记者从成

都市交委执法总队了解到，由成都市交委牵头，多
部门联动的出租车专项整治行动目前正在持续进
行，已处理出租车交通违法行为6495件。

据悉，此次整治重点在繁华路口、客运车站、商
贸集中区域、热门景区周边和城乡结合部，严查出
租汽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其中，重点对出租汽车违反禁令标志标线、闯红
灯、乱停乱放、污损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进行整治。
同时，针对夜间冲信号灯、绕行信号灯等严重危及交
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开展夜间集中专项整治。

最后，充分发挥缉查布控系统作用，对实时预
警的仿冒出租车，提供实时轨迹查询和追踪，通报
就近执法人员进行查处。

自整治开展以来，已查处出租汽车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6495件。其中，违反禁令标志标线3587
件、闯红灯75件、乱停乱放201件、污损遮挡号牌2
件，挡获克隆出租汽车8辆。

执法总队负责人介绍，在查处出租车交通违法
行为的同时，也会开展多形式守法宣传教育，进一
步提升成都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和水平。

“缺牙好多年，啥都嚼不烂，消化不了，
身体越来越差”，这是很多缺牙市民的真实
写照。口腔作为食物进入人体的首个通
道，牙齿的好坏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

1月起，可免费建立口腔健康档案
为关爱市民口腔健康，1月8日，成都

口腔美容协会正式启动“全民口腔健康档
案”公益建档活动。建档市民只需持本人
身份证前往指定医院办理。建档市民，可
享受终生口腔免费检查，终生免费口腔CT
检查，终生免费保健洁牙，免费补牙，终生
免费口腔健康评估。医院还会把数据录
入“口腔健康管理系统”，医务人员及时把
市民拍片结果和健康指导建议反馈给市
民，让市民做到口腔疾病早治，无病早防。

牙齿缺失，选对方法很重要
老年人牙齿缺失后，一般会考虑固定

义齿、活动义齿，但由于咀嚼功能较差、使
用不方便、异物感强等原因，做的人也越
来越少。

种植牙无疑成为缺牙者的福音。一
旦做成功，缺牙者可获得与天然牙功能、
结构及美观效果十分相似的修复效果。
种植牙已成为缺牙者的优选修复方式。
一次种植，终生质保，可管一辈子。拨打
96111预约建档，还可获得种植牙优惠。

拨打96111，预约免费建档及检查
即日起，市民可拨打028-96111咨

询，可免费建立口腔健康档案，还可预约
牙齿免费检查。

自2017年1月起，一路童行关爱基
金发起“关爱儿童健康蓝飘带计划”，为
关爱困境儿童健康问题，符合条件者可
申请治疗援助2000-10000元，并享有
儿童疾病半价筛查。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生命中最重要的
人，孩子的健康成长是父母最大的心
愿。基于这种对孩子的关爱，对疾病儿
童康复的希望，“蓝飘带计划”活动正式
启动，旨在帮助困境重症儿童。

此次活动自2017年1月 1日-2月
15日，对儿童矮小、生长发育迟缓者持
本人学生证可享受128元增高筛查优惠
套餐；儿童多动、抽动、自闭、尿床、语言
发育迟缓儿童可享受检查费减免50%，

困 境 儿 童 可 申 请 治 疗 费 援 助
2000-5000元；脑瘫、癫痫、智力低下、
运动发育迟缓、脑损伤后遗症儿童可享
受检查费减免50%，困境儿童可申请治
疗费援助3000-10000元。

据专家表明，孩子如果出现多动、抽
动、矮小、发育迟缓等问题，应尽早带孩
子到专业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避免
疾病反复发作给孩子带来危害。通过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让孩子远离疾病
烦恼。通过公益基金，协助解决特殊儿
童及其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提高特殊
儿童身心健康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寒假公益行，“蓝飘带计划”公益行动
正在开展，可拨打028-96111咨询预约。

免费建口腔档案 种植牙得实惠 关爱儿童健康 2017年“蓝飘带计划”启动

聚焦不文明现象 提升出租车服务质量

公开资料显示，喇叭河景区同时
是国家森林公园和省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里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发
现红石滩被破坏后，景区随即开始查
找肇事者。

由于景区仍在提升打造中，一些设
施设备还不完善，红石滩区域尚未开
发，周围没有视频监控，所以没有拍下

“黑手”踪迹。元旦小长假期间，景区内
正在举办二郎山冰雪节，虽然也加强了
对各景点的巡查，但并没有工作人员看
到破坏现场。“我们发现时，应该已经过
了好几个小时。”王泽鹏推测说。

随后，景区内又对小长假期间住
宿的客人名单进行了梳理，没有发现
叫“李敏”的客人，只有一人名字与其
相似。

1月4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与该游客取得了联系。这名
女性游客表示，元旦确实去了喇叭河，
但并未到达过红石滩，更未在红石上
刻画，“我都不知道红石滩在哪儿。”

到1月4日下午，喇叭河景区仍在
寻找肇事者。“现在看来难度很大。”王
泽鹏说，下一步准备通过景区官方微
博、微信，来寻找“善”人李敏，也希望
目击者、知情者向景区提供线索。

四川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增设“蓝色预警”
若区域I级响应启动，重污染企业至少减排70%

“这么漂亮的红石，可惜了！”看了红
石受损图片后，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副教授胡超十分惋惜。胡超说，红石滩
在我国并不多见，是一种较为稀有的景
观，四川西部是较为集中的分布区域，除
二郎山喇叭河景区的红石滩外，附近石棉
县栗子坪孟获城、泸定县海螺沟雅家梗的
红石滩也十分有名。

2012年1月，胡超曾随央视《走进科
学》栏目，与中科院专家一起前往海螺沟雅
家梗解密红石滩。“石头上的红色物质是什
么？”胡超说，最终经过研究发现，是一种气
生丝状绿藻——约利橘色藻。石头上鲜艳
的血红色，是因为这种藻的细胞内含有大
量类胡萝卜素，它们能帮助藻类抵抗高海
拔地区强烈的紫外线损伤。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廖
文波博士说，约利橘色藻对生长环境的要
求近乎苛刻，通常生长在海拔2000-4000
米之间，自然生态环境极好的低温区域。
在红石上刻画，会破坏藻类的微管，进而导
致藻类死亡。而该藻类死亡后，无法人工
移植或恢复，只能待其重新生长，即便再无
外力干扰，也要约两年时间才能恢复。

二郎山喇叭河景区位于天全县境
内，距成都约210公里，是国家4A级
景区。

26岁的王泽鹏是天全县二郎山生
态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助理，也是最
早发出红石滩受损照片的人。“应该是
新年第一天就遭到了破坏。”王泽鹏
说，2016年12月31日下午巡查时，还
没有发现异常，1月1日下午巡查时，
就发现有几块红石受损。

根据王泽鹏的描述和他拍摄的照
片显示，受损的主要有3块红石，直径
1米至1.5米左右，其中一块上刻着“李
敏”二字，旁边一块刻着一个“善”字，
还有一块红石被胡乱划了几下。“刻得
都很深。”王泽鹏说，红色的外衣被划
开，露出里面灰白色的石头，放眼望去
就像红石滩在流泪。

喇叭河景区有喇叭河、鸦鹊河两
条河，红石滩位于喇叭河中游附近，
海拔为约 2600 米至 2700 米。“红石
滩是我发现的，对它有特殊的感
情。”王泽鹏回忆说，去年中秋节当
天，他和父亲在巡山，用无人机拍照
时，无意间发现了红石滩，“当时就像
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激动，所以现在格
外痛心。”

上个月17日、24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曾两次前往喇叭河景
区。实地探访发现，在“5·12”和“4·20”
地震中受损的喇叭河景区，尽管经过8
年封闭打造提升，于去年9月重新开放，
但景区内景点恢复和开发、基础设施建
设仍在持续。王泽鹏向记者证实，景区
总面积977平方公里，目前开发的只有
222平方公里。

尽管景区地图上标注了红石滩景
点，但实际上，红石滩并不好找。在多次
咨询后，记者进入一条“机动车禁入”的岔
路，步行了约30分钟才到达，沿途无明显
标识，道路也较为原始。“红石滩才发现不
久，还没有开发打造，也没有建设相应设
施。”王泽鹏说，虽然看了景区地图后，一
部分游客还是会去，“但我们管理和服务
没跟上，也应该自我反思和改进。”

王泽鹏表示，景区将进一步加快改
造提升，红石滩景点也有望在春节后启
动打造。“正在讨论方案，一是修栈道进
入，二是在上方建观景台。”王泽鹏表
示，不管哪一种开发方式，前提都是做
好保护。而在此之前，景区将立即完善
一批标识标牌，方便游览的同时又起到
警示作用，“我们还会加强巡查，也希望
游客自觉。”

反思
景区也自责 承认管理疏漏

寻人
景区总动员 寻找幕后“黑手”

学 者 声 音

石头上的红色是
约利橘色藻

“红石被破坏，两年才能恢复”

应对重污染天气，四川正在加紧行
动。1月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省政府网站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四川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6年修
订）》（以下简称“修订版”），根据新的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城市预警分级和区域预
警分级等级从之前的三级变为四级，增加
了“蓝色预警”。

城市AQI日均值>200
并持续1天将启动蓝色预警

此次修订版最明显的不同，即是对预
警等级的划分。

与以前相比，增设了蓝色预警。根据
修订版，城市预警分级划分为四个等级，

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
色预警、红色预警。

预测城市AQI日均值>200将持续1
天，启动蓝色预警；AQI日均值>200将持
续2天及以上，启动黄色预警；AQI日均
值>200将持续3天，且出现AQI日均值
>300将持续1天时，启动橙色预警；AQI
日均值>200将持续4天及以上，且AQI
均值>300将持续2天及以上或预测AQI
日均值达到500并将持续1天及以上，启
动红色预警。

相应地，区域预警分级同时划分为四
个等级，依次区域蓝色预警、区域黄色预
警、区域橙色预警和区域红色预警。当5
个及以上连片地级城市预测将启动某级

别城市预警(其中高于该级别预警城市数
量不超过3个)，需要省级督促、指导开展
区域性联防联控时，启动该级别区域预警。

区域II级响应启动
居民或可乘坐公交免费

对应区域预警级别，区域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级别分为区域IV级应急响应，
区域III级应急响应、区域II级应急响应、
区域I级应急响应四个级别。区域红色预
警启动区域I级应急响应，为最高级别。

修订版不仅对重污染天气的监测和
预警进行细致分类，而且还从健康防护措
施、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强制性污染减
排措施等三方面对响应措施进行明确。

健康防护措施，包括对室外活动的建
议，幼儿园、中小学上课的规定等等。在
倡议性举措方面，当区域II级及以上级别
预警启动时，有条件的城市可免除公交乘
车费用，企事业单位可采取调休、错峰上
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针对重污染企业，修订版也有详细的
规定。区域I级响应启动，重点排污工业
企业至少减排70%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其他企业最低减排50%的大气污染物排
放量。区域II级，重污染企业至少减排
50%，其他企业最低减排30%。区域III
级，重污染企业至少减排30%，其他企业
最低减排15%。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二郎山喇叭河景区
元旦节现游客不文明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丁伟
受访者供图

红石上刻着“李敏”二字。

游客在红石上刻下一个“善”字。

喇叭河景区的红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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