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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成都（14时）
AQI指数 143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
良：巴中、西昌、自贡、资阳、遂宁、广安、广元
轻度污染：绵阳、达州、乐山、眉山、南充、
内江、泸州、攀枝花、雅安
中度污染：宜宾、德阳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81—216
空气质量等级 中度污染至重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局
部地区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大部城市为良
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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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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起，种植牙惠民援助启动
种4颗恢复全口牙，新年吃美食

为提高市民口腔健康，即日起，口腔公益
普查惠及蓉城市民，除种植牙费用补贴外，口
腔保健、预防、治疗等均享免费或补贴。市民
可拨惠民专线028-96111报名咨询！

单颗/多颗/全口缺牙、假牙不适者电话申领：
1、种植牙专项补贴3000元起；
2、种植牙专场补贴日，送免费种植牙；
3、种植牙半价包干援助：含进口种植体、

基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花更少钱种好牙；
4、种植牙9项常规费用100%补贴。包

含：挂号、拍片检查、口腔CT检查、医生会诊、
方案设计、术前洁牙、修复牙冠取模、微创无
痛操作、复诊检查。拨028-96111申请补贴！

种2颗恢复半口牙，过年享美食
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选择种植2颗

恢复半口，种植4颗恢复全口的覆盖义齿修复，
大大降低了修复费用。牙槽骨条件好的，还可
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吃东西，过年享美食口福。

关注市民牙健康：口腔免费检查
此轮口腔援助活动特下发“新年口腔健康

礼包”，提供了口腔CT扫描、全景片检查等9项
免费。此外，还涵盖了：洁牙、牙病治疗、牙矫
正、牙美白、拔牙补牙、小孩涂氟和窝沟封闭等
项目免费或补贴，详情请电话咨询了解。

想申领种植牙专项补贴、口腔健康礼包
的市民，均可致电惠民专线028-96111报名
参与。

马尔康 晴转多云 -3~13℃ 小雨转阵雨 -7~9℃
康定 晴转多云 -3~11℃ 阵雨 -5~5℃
西昌 多云转小雨 8~21℃ 小雨 6~14℃
攀枝花 多云转小雨 11~20℃ 小雨转阵雨 7~15℃
广元 小雨 2~9℃ 小雨转中雨 0~6℃
绵阳 阴转小雨 4~11℃ 小雨 2~8℃
遂宁 小雨 5~10℃ 小雨 2~9℃
德阳 阴转小雨 3~11℃ 小雨 1~7℃
雅安 小雨 4~10℃ 小雨 3~8℃
乐山 阴转小雨 6~12℃ 小雨 4~9℃
眉山 阴转小雨 4~12℃ 小雨 3~8℃
资阳 阴转小雨 4~11℃ 小雨 1~10℃
内江 小雨 6~11℃ 小雨 4~9℃
自贡 小雨 7~12℃ 小雨 5~10℃
宜宾 小雨 7~11℃ 小雨 5~10℃
泸州 小雨 7~10℃ 小雨 5~9℃
南充 小雨 5~9℃ 小雨转中雨 2~8℃
广安 小雨 5~8℃ 中雨 3~7℃
巴中 小雨 2~10℃ 中雨 0~7℃
达州 小雨 4~7℃ 中雨 1~7℃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1月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月2日空气质量预报

吴冰清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1月
1日，记者从中电建四川渝蓉高速公
司获悉，1月2日下午4点，成安渝
高速将开始试行收费。其中，一类
车每公里0.6元，附加桥梁隧道通行
费，按照成安渝高速四川段174公
里长计算，一类车从成都到重庆约
收费164元。

2日下午4点试行收费

成安渝高速，是连接重庆和四
川成都的第三条高速公路，是四川
省高速公路网布局规划中23个出
川通道之一，是连接成渝经济双核
的重要通道。同时，它也是解决资
阳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公路，
是两地距离最短、车速最快、路况最
好的高速公路。

据了解，成安渝高速四川段全
长174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路基宽度33.5米。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成安渝高速公路四川段试行
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批复》精神，成安
渝高速公路四川段于2018年1月2
日16时起试行收取车辆通行费。

一类车6毛钱一公里

大家最关心的收费标准来了！
首先，一类车基价标准按0.60

元/车·公里执行，其中一类车指七
座以下轿车和小型客车；2吨（含2
吨）以下小货车。

其次，通过特大桥梁、隧道的车
辆按一类车基价适当加收车辆通行
费，具体为：沱江特大桥（1065米）3

元/车·次、龙泉山1#隧道（1089米）
3元/车·次、龙泉山 4#隧道（1691
米）3元/车·次。

根据成安渝高速四川段174公
里长计算，一类车跑完四川段共计
114元，加上成安渝高速重庆段50
元收费，今后走成安渝高速到重庆，
共需要缴纳通行费164元。

最后，货车按照省交通运输厅、
省物价局《关于联网高速公路实施货
车计重收费的批复》（川交发[2007]
14号）以及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
委、财政厅《关于对正常装载合法运
输车辆通行费实行优惠的通知》（川
交发[2014]1号）和《关于对正常装载
合法运输车辆通行费实行优惠的补
充通知》（川交函[2014]54号）要求和
计重收费标准实施计重收费。

降温除尘
冷空气今夜入川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

吴冰清）1月1日，记者从省环境监
测总站获悉，受西北方向而来的入
川浮尘影响，盆地继续维持区域污
染态势。2017年12月29日5时，浮
尘由广元入川后对盆地内17个城市
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广元、
绵阳分别出现1天严重污染，成都、
德阳、绵阳、自贡、乐山、眉山、达州分
别出现1天重度污染。从2017年
12月19日起，盆地开始的区域性污
染过程至今已持续14天。值得期待
的是，2日夜间冷空气入川，受冷空
气及带来的降水叠加影响，盆地污
染气象扩散条件总体较好，沙尘污
染将得以全面清除。

此外，据四川省专业气象台的
预报，预计2日晚上至5日我省将
有一次降温降水天气过程，盆地大
部地方有小雨，其中盆地东北部有
中雨，盆地西部、北部山区有雨夹
雪或小雪，攀西地区有阵雨（雪），
川西高原有阵雪，局部地方有大
雪；冷空气影响后，盆地内日平均
气温将累计下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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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县观兴镇普兴村，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里藏于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多年
来，因为一棵千年古银杏树，这个偏僻的山村被外人熟知，并吸引了不少游人慕
名前往。银杏树位于山顶，尽管近年来水泥路已经修到村里，但一段近两公里
的陡坡往往令许多老年游人望而却步，每每看到这样的景象，当地村民心里总
不是滋味。

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并不富裕的村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筹资金
打通从村上通往银杏树的公路……

千
年
银
杏村民自筹资金修建赏杏路村民自筹资金修建赏杏路

每年银杏叶黄之时，这棵古
银杏树就会成为不少摄影爱好者
的拍摄景点之一。摄影爱好者刘
传福曾多次前往普兴村拍摄这棵
古银杏树，回忆起初次寻觅古银
杏树的经历，刘传福直言：“路太
难走，第一次去过后，再也不想去
第二次。”

2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刘传
福在普兴小学教书，初来乍到，便
听村里人多次提及这棵古银杏
树，一个周末，刘传福约上三两朋
友，准备一看究竟。交通不便的
山路里，刘传福和朋友步行了3个
多小时才得以看见这棵古银杏
树，“可以说是寻山问水了，从山
底走到山顶就要40多分钟。”

而后，公路修通了，刘传福可
以骑着摩托车到山底了，随着公
路硬化后，外来的轿车和大巴车
也能开到山底了。

20年来，刘传福看着通往山
村的道路一步步地完善硬化，而
上山的路也从最初的山间小道修
成了石板阶梯路，唯一不变的是，
坡还是一样陡、一样险。

尽管去过多次，但直到2016
年国庆期间，带上了鱼眼镜头
的刘传福才终于将这棵古银杏
拍摄完整。刘传福介绍，虽然
早已不在当地工作，但由于对
当地熟悉，每当自己的朋友想
去观赏银杏时，都会向他咨询路
线和“攻略”。

深山藏美景
2200岁银杏独木成林

叙永县观兴镇普兴村山高
地险、条件恶劣、经济落后，耕
种的土地多数是25度以上的斜
坡，因此，传统的农业生产多年
来并未改变村子偏僻落后的面
貌。得益于扶贫政策，公路修到
了小山村，解决了村民们出行难
的问题。

然而，和其他落后的乡村相
似，普兴村的青壮年都统一外出
打工养家糊口，留下的多数是空
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和其他山村
不一样的是，普兴村有着宝贵的
自然生态资源：千年古银树。

据介绍，这棵古银杏胸径达5
米，胸围约15米，要十余人手拉手
才抱得完；此树每年产果实近500
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镇山之宝。
上世纪90年代，经四川省林科院
专家考证并科学测算，古银杏已
有2200岁。

古银杏顽强地生长在山顶
上，天然形成了独木成林的壮观
景象。每年银杏叶黄时分，普兴
村因众多外来游人的到来，显得
格外热闹。树下村民刘洪亮一家
是古树的义务看守者，据族谱记
载，刘家义务看守古树，已经有15
代人。

刘洪亮向记者讲述了古银杏
的传说。明朝时，一位名叫白秀
君的英俊后生，进京赶考，中得状
元。报喜人员风餐露宿，将喜帖
送到了该考生登记的观兴小湾子
(现银杏树所在地)，经过连续数月
查找，却始终找不到这名考生。
直到看到这棵银杏树，报喜人员
这才恍然大悟。报喜人员将喜
帖，挂在了银杏树之上，至此，古
树化身考取状元的故事流传至
今，而这棵银杏树，也就留下了

“千岁状元”的美名。

赏杏路难行
“走到山顶要40多分钟”

2017年12月29日，赶在年末，
普兴村一组的村民们举行了一个隆
重的开工典礼，当天，从普兴村一组
栋青树（地名）开始，一台挖掘机缓缓
向山上驶去，将一条条小道和土地挖
开，这标志着，村民们心心念念的银
杏公路终于开建了。

对于68岁的许绍扬而言，这一天
的意义尤为特别。许绍扬家就在栋青
树，这里是每一位游人去观赏银杏树
的必经之路。许绍扬曾在当地当了
20余年的村干部，谈及修这条路，他言
语中的激动和兴奋难以抑制，“90年代
就想修这条路了，做梦都想修。”

在许绍扬的记忆中，但凡当地
人，都知道村庄山顶有着这么一棵大
树。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
古银杏树干被拦腰斩断，只剩下一截
树桩，然而第二年，古银杏居然奇迹
般地在树桩之上吐出新枝。目前，新
枝已有120余株，其中，最粗的枝桠
直径已达60厘米以上，远远望去，恍
若一片树林，呈现出了千年银杏，独
木成林的奇特景观。

“90年代开始，慢慢就有外面的
人来看这棵银杏树了。”许绍扬介绍，
近十余年，各地慕名前来的游人越来
越多了，逢年过节时，来烧香还愿的
游人更是络绎不绝。

赏杏热渐起
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

集资修公路
“一年修不好修两年”

“看到这一条陡坡，也没有保护
措施，车上好多老年人都不敢上山，
只能在山底等着。”许绍扬说，游人慕
名前来，原始的小山村甚至不能提供
一个喝水歇脚的地方，更别说那段陡
坡路，即便是身强力壮者爬上山顶
后，也可能累得气喘吁吁。因此，每
当看到在山底等待的老人和孩子，他
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多年来，普兴村村民们一直想从
山底修建一条通往古银杏树的公路，
直到2017年年底，修路的事情终于
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7年12月9日，在普兴村一组
组长刘显培的组织下，召集了全组户
代表依法召开了村民小组会议，决定

修建通往古银杏的一条公路，全长约3
公里，实行占地无偿、自愿捐款的方式
筹集资金。村民们当场全票通过决
定，并现场筹捐资金近2万元。而后，
村里还发出《修路赏银杏捐款倡议
书》，并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截至
2017年12月29日的公路开工仪式
前，筹备小组一共筹得资金47000元，
其中1万余元是一些大户所捐，其余
都是村民们三五百凑成的。

村民们知道，要修好这3公里的
路，第一阶段筹得的资金还远远不够，
不过，全村人已做好了愚公移山的准
备。“一年修不好修两年，两年修不好
就三年……只要我们人在这里，就会
想方设法修好这条路。”许绍扬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庆摄影报道

今日16时起
成安渝高速四川段试收费
私家车成都至重庆需164元

陡峭狭窄的上山小路。

新闻坐标 泸州市叙永县观兴镇普兴村：
山顶上有棵千年银杏树，天然形成了独木成林的壮观景象。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01
期开奖结果：01、13、22、25、35，03、04，一等奖
4注，每注奖金9138300元，一等奖追加3
注，每注奖金5482980元；二等奖47注，每
注奖金249848元，二等奖追加9注，每注
奖金149908元；三等奖469注，每注奖金
9297 元，三等奖追加 131 注，每注奖金
5578元。（44.79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01期开
奖结果：177，直选：4071（229）注，每注奖
金1040元；组选3：8098（447）注，每注奖
金346元；组选6：0注，每注奖金173元。
（754.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01期开
奖结果：17734，一等奖：14注，每注奖金10
万元。（2.33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