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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逢
春 实习生 钟晓璐）据地震台网
测定，7月17日6点55分，四川
广元市青川县（北纬32.38东经
105.36）发生4.9级地震，震源
深度21千米。

记者联系到一位青川县当
地居民，该居民描述：当时她正
在洗漱，突然就感觉地在摇晃，
她放下牙刷正准备往外跑，就已
经停止摇晃，持续大概两三秒。
通过“地震贴吧”等网络平台发
现，绵阳、德阳、成都以及陕西南
部邻近地区都有明显的震感。

青川4.9级地震发生后，省
地震局启动地震应急IV响应，
立即指派广元市防震减灾局、青
川县防震减灾局前往震区了解
灾情。省地震局现场工作队昨
日已赴震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华西都市报讯（宋明 记者 徐湘东）祝
福的酒杯举起来，吉祥的火把燃起来，欢
快的舞蹈跳起来。7月17日，2017中国·
西昌凉山彝族火把节开幕，晚上8点，火
把节中最令人期待的火把狂欢，在西昌洛
古波乡、大箐乡、四合乡同时举行，共有超
过21万人参与了火把狂欢，同时，还有
270万网友通过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火把节24小时直播在线观看，感受“满天
星斗落人间”的壮观场面。

17日晚，雨过天晴，西昌洛古波乡原
生态火把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晚8
点，火把狂欢活动正式开始。首先开始的
开幕式及民俗文艺表演环节，展现了彝族
火把节火的起源、火的故事，以及毕摩文
化等。

晚上8点半，狂欢活动开启，在毕摩
祈福及点火仪式后，火把广场中间的大型
火堆被点燃，紧接着，音乐声响起，游客围
着火堆跳起达体舞，点燃手中的火把游

行。与此同时，火把广场对面山上的彝
寨，1600名村民点亮火把挥舞，形成一条
条“火线”，火光闪烁，恰似满天繁星散落
人间。

当晚，在大箐乡、四合乡，也将分别举
行火把狂欢活动以及民俗表演。

精彩的彝族歌舞，神秘的毕摩表演，
超燃的火把狂欢，点燃了众人的激情，据

不完全统计，当晚，共有超过21万游客参
加了当晚的西昌火把狂欢。

从17日上午开始，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直播团队，对西昌火把节进行24小
时直播。数据显示，直播在今日头条超过
80万人观看，封面新闻客户端142万人观
看，网易、腾讯等平台共计31万人观看，
微博也超过20万人同时观看，全网共计
270万人次观看。

为了让游客感受“七彩西昌，阳光水
城”的独特魅力，火把节期间，除了火把狂
欢，还将举行8项民俗风情体验活动，7项
休闲体验活动，以及10项乡村旅游体验
活动。

7月18日上午9点，西昌第三届邛海
开海节将开幕，封面直播将现场直播，带
你看邛海捕捞起来的超级大鱼，体验西昌
千年渔家文化，品尝千人渔家宴。网友可
关注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或下载封面新
闻客户端观看。

火把节狂欢现场。

封面直播西昌火把节 270万网友围观点赞 四川青川县
发生4.9级地震

旧房甲醛也超标
孕妇租房后患白血病

96111为您提供实惠的空气检测服务

为方便照顾刚怀孕的妻子任女士，刘先
生通过中介租下一间距单位较近的房子，然
而入住3个月后，任女士被确诊为白血病。
二人在对房屋进行空气检测后，发现空气中
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遂将中介诉至法院。

房子不是新装修的，也没有添设新家具，
为什么甲醛还是超标呢？96111便民服务特
邀中国室内车内空气治理检测高级工程师李
杰介绍，不管买多好的材料，只要装修工人用
上脲醛树脂黏胶，甲醛就可能“陪伴”你长达
3～15年之久。李杰强调，随着夏季的到来，
气温升高，空气湿度增大，空调使用频率增高
导致门窗密闭的时间延长，室内装修污染进
入了高发期。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近
半数人处于室内空气污染中，该组织已将室
内空气污染列为人类健康十大威胁之一。因
此大家千万不要片面的认为只有新装甲醛才
会超标，室内空气质量应时刻关注！

96111便民服务热线向市民提供专业室
内空气质量检测和装修污染治理服务，拨打
028-96111可预约工程师上门提供专业技术
解决方案及咨询服务，电话预订可享受空气
质量检测服务优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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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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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17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 55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雅安、内江、遂宁、泸
州、巴中、广元、广安、绵阳、攀枝花、达
州、眉山、德阳、南充、自贡、资阳、西昌、
乐山
良：宜宾

1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6—12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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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

第2017191期开奖结果：567，单选714注，
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1702注，单注奖
金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
彩”第 2017082 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23.19.01.20.22.11.10，特别号码：26。一等奖3
注，单注奖金1160511元，二等奖11注，单
注奖金23275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明日限行 3 8

17日起，全国27个高铁客运
站，开始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
订餐服务。通俗讲，就是以后坐
高铁也可以叫卖外了。尽管目前
外卖的形式还有待增加，但此举
显然意味着，高铁车厢这样一个
行走中的封闭消费场所，终于成
功被互联网所“攻破”。无论是从
乘客消费选择的角度，还是站在
商家的立场，高铁这个往日封闭
化的餐饮市场，都被赋予了更多
开放的想象。

不过高铁外卖只是火车餐饮
的一种补充，其最大的价值，还是
在于发挥“鲶鱼效应”，助推火车
餐饮供应形式的多元化与质量的
整体提升。

过去的“花生、泡面、八宝粥”
组合，成为很多国人对于火车餐
饮刻骨铭心的记忆。甚至火车餐
饮的价高、可选择性少、质量差，
长期以来也形塑了“中国式乘客
消费习惯”。有人说，中国乘客一
般不喜欢在火车上点餐，所以导
致火车餐饮做不起来。如此逻辑
其实恰好把两者之间的关系搞反
了，要知道，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火
车餐食的价高却非物美，才导致
了多数乘客被迫养成了“不消
费”、或拿泡面等作代替的习惯。

高铁外卖的开通，首先当得
益于互联网支付的便捷化，但在
根本上说，这一模式的诞生，还是
由于原有的火车餐食提供，已经
远远满足不了要求越来越高的乘
客消费需求。

在东京等地，火车便当已成
了一种广受欢迎的特色美食，甚
至上升为一种文化象征。中国的
高速铁路，无论是运营规模还是
技术实力，都处于世界前列，也理
当培育出自己的“高铁便当”。而
高铁外卖终究只能是一种有益的
补充。

登录12306
可支付宝、微信付款
17日上午，封面新闻记者下载

12306客户端，现场体验了提前预
订的流程。

如果旅客通过 12306 网站或
APP购票，会收到是否订餐的提示，
选择确认后，便会进入商家列表。
记者随机选择一趟高铁购票后看
到，目前成都铁路局管辖地区有三
家外卖可以叫：印象川之味、肯德基
以及德克士。

爱吃快餐的，可以点肯德基；爱
吃川菜的，可以点印象川之味！在
网上订餐后，可以通过微信和支付
宝实现快捷支付，分分钟搞定。

同时，如果是通过电话、车站窗
口、代售点、自动售票机等其他方式
购票，也可登录12306网站或移动
客户端，从首页选择“订餐服务”，输
入车次和联系人信息后，同样能进
行点餐。

另外，已经订好的旅客，如果要
进行网上退票、改签、变更到站，系
统会自动提醒旅客进行退餐，在实
体窗口进行了以上操作的旅客，也
可在网上自行办理退餐。

坐动车也能叫外卖啦
回锅肉辣回锅肉辣子鸡随便点子鸡随便点
封面新闻记封面新闻记者实地体验高铁网上订餐配送全过程者实地体验高铁网上订餐配送全过程

经常坐高铁、动车的吃货们
有福了！从昨日起，乘坐动车和
高铁，也能叫外卖啦！在不久的
将来，当乘车经过西安站，可以
在车上订一个肉夹馍，路过兰州
站，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从7月17日起，乘坐G、D字头列
车的乘客可以通过 12306 网站
或客户端提前预订动车上的饭
菜以及站外的食物。

17日上午，封面新闻记者登
上成都东站一趟高铁，现场体验
动车叫外卖，除了快餐，18个菜
式可以选择，比如回锅肉、辣子
鸡，只要提前预订，在开车后半
小时就能送到，你心动了么？

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便是价格，封面新闻记者在订餐
菜单中看到，肯德基、德克士所提
供的套餐，与城市内门店差不多，
价格稍高一点，如肯德基的葡式
蛋挞就比门店高出0.5元。

乘客下了订单以后，餐厅开
始着手准备，从制作到配送员送
到动车组列车门口，需要一个小
时左右。其次，配送员将餐食送
到列车上后，为了确保食物新鲜，
列车乘务员会在列车发车后半小
时之内，将食物送到指定车厢和
坐席。

需要说明的是，和大家在家
里叫外卖是一样的，动车上叫外
卖也要给配送费，每单“外卖”的

配送费一律为八元。
成都铁路局表示，旅客在成

都东、重庆北北广场、贵阳北站乘
车，都能叫外卖，其他站点不行。
不止是这样，途经上述三个站点
的列车旅客，也可以订购途经站
点的食物。

举个例子，乘坐成绵乐客专
从乐山到绵阳，在乐山和绵阳订
不了餐，在列车停靠成都东时，便
可以订餐。不过，列车停车时间
只有几分钟，订餐也要提前。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将引入更
多不同品牌的菜式，提供更多车次
的订餐服务，订餐的费用（含配送
费）均按照社会网络订餐规则办
理，和在家里叫外卖是一样的。

在成都东站，印象川之味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天为旅客
提供18个菜式，主要是以川菜为
主，让旅客们在旅途中能吃上地
道川味，价格基本上是从二十元
到四十元不等，可供选择的价位
也是比较多的。

封面新闻记者在点菜页面上
看到，除开莴笋肉片、卤肉套餐等
常规菜式，另外还有回锅肉、辣子鸡

等知名四川菜式，用餐选择很多。
不过，要想在动车上吃上外

卖，必须在发车前2个小时预订，
因为送餐要耗费一定时间，如果
你乘坐的班次比较早，可能需要
提前一天预订餐食。

该负责人说，每天的订餐时
间是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
大家要结合自己的发车时间，提
前预订需要的餐食。

高铁外卖应发挥
“鲶鱼效应”

◎朱昌俊

回锅肉辣子鸡还有肯德基德克士

价格比市区门店稍贵配送费八元

制图 杨仕成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82期
开奖结果：05、13、20、21、25、08、09 一等奖
2注，每注奖金10000000元；一等奖追加1
注，每注奖金6000000元。二等奖42注，每
注奖金193952元。二等奖追加23注，每注
奖金116371元；三等奖437注，每注奖金
7896 元。三等奖追加 160 注，每注奖金
4737元。（39.05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91期开奖
结果：978 直选：2780（116）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 6：7214（499）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769.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91期开奖
结果：97872 一等奖：8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64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