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 列 报 道系 列 报 道寻找寻找
正在火热评选的“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引起了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李勇先的关注，他一口气推荐了双流区黄龙溪三县衙门、彭镇观音阁会馆、东升
街双流中学老钟楼三处地方。

他认为，三县衙门是成都市内仅存的清代衙门建筑，里面的诸多元素体现了
古代清廉为官、执政为民的理念，有遗址有底蕴，是典型的孝廉文化地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席秦岭

黄龙溪三县衙门
成都仅存的清代衙门建筑

历史上，黄龙溪属于华阳县、彭
山县和仁寿县的“金三角”地带，这里
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匪患时常困扰三
县，因此，三县共同设立“三县衙门”，
共管民事、水政和匪患。

摆放在三县衙门门口右边大鼓
是登闻鼓。挝登闻鼓，是中国古代重
要的直诉方式之一。过道左边，墙面
书写着：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
之不崇。这句话代表了传统文化中
经典的“政德观”，出自发明了地动仪
的科学家张衡之口。

通道右边，这是揭事栏，记载了
引锦江水灌溉三县万亩良田的水利
历史，体现了三县衙门共管共治、为
民办实事的政绩。脚下还有块踏痕
石，上面刻着“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劲头抓作风”。

“三县衙门作为双流区纪委打造
的成都市官德文化教育基地，是成都
市内仅存的清代衙门建筑，我推它为
孝廉文化地标。”四川大学历史地理
研究所所长李勇先李勇先告诉记者，
早在2006年12月，三县衙门成为第
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勇先告诉记者，三县衙门的所
在地——川西水乡、我国南方丝绸之
路第一个水码头集散地黄龙溪，也是
他推荐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三县
衙门已经成为珍贵的封建社会县级
衙门历史活标本，同时也是当时地方

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历史见
证。”李勇先说，即使在今天，它的一
些做法仍具有借鉴意义。

双流中学老钟楼
民国时期成都建筑的代表

飞檐翘角、青砖石瓦的建筑风
格，掩藏在青枝绿叶怀抱中，宏伟壮
观的建筑，瞬间将踏入此处的游客拉
入了民国时期。

双流中学老钟楼位于成都市双
流区东升街道紫东阁社区双流中学
校园内，于1949年1月建成，1996年3
月修复后，改作“校史陈列室”，沿用
至今。

李勇先告诉记者，双流中学老钟
楼的建筑屋面为小青瓦钟楼，造型精
美，文化内涵丰富，主体结构完好，对
研究民国时期传统建筑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在2016年，双流中学老钟
楼被列入成都市人民政府第六批历
史建筑保护名录，进行挂牌保护和妥
当修缮。

“它是双流教育文化发展的历史
见证。”古老的钟楼默默地矗立在小
院深处，与现代化教学大楼、科技大
楼交相辉映，这里每一处角落都诉说
着过往的历史，等待人们去细细品
味。“它像一座永恒的丰碑，镌刻着双
流中学的足迹，同时也是双流城市人
文精神的生动写照。”李勇先说。

此外，李勇先还推荐了位于成都
市双流区彭镇彭家场社区马市坝街
的观音阁老茶馆。

推推荐荐

/

评
选
进
行
时

“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投票通道自3月1日开通以来，社
会各界参与热情持续高涨。活
动进行到了第13天，截至3月13
日17：30，网络投票总投票量突
破65万，达到671767票。与12
日所公布的数据相比，一天之内
网上投票又增加了105301票，
涨势相当惊人！

在四个子榜单中，“四川十
大孝廉文化地标”的投票量遥遥
领先，达到了298392票，紧随其
后的“四川十大历史文化地标”

的投票总数为197238票，“产业
文化地标”与“红色文化地标”的
投票数旗鼓相当，分别为82368
票、93769票。在总榜单排名前
20的文化地标中，有10个席位
被孝廉文化地标牢牢占据。

排名前十的孝廉文化地标
分别是：彭州“蔬乡清韵”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基地、新津纯阳观、
邛崃当代孝道文化博物馆、新都
杨升庵博物馆、仁孝文化博物
馆、川北家风馆、南溪裴石镇巴
蜀家风传承示范基地、岳池文

庙、自贡市荣县·玉章故里、岳池
县杨氏宗祠。其中，排名第一的
彭州“蔬乡清韵”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基地的投票数高达80392
票。

目前，“寻找天府十大文化
地标”评选正在进行中，投票时
间将截止到4月15日，而您所投
出的每一票都尤为关键。快拿
起你的手机下载封面新闻APP，
戳进首页为你心目中的天府文
化地标投上宝贵的一票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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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黄博 记者 姚
茂强）近日，三台局经检大队接到
绵阳市丰谷酒业有限公司打假
办举报：“在三台县灵兴镇丰收
村有人在加工销售各种名酒”。
接到举报后，该局经检大队立即
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取得联系，
第一时间组织相关执法人员前
往案发地对该窝点进行了突击
检查。经查明，当事人将劣质低
端酒重新勾兑后，利用回收的丰
谷酒王、五粮液、国窖1573等名

酒外包装、酒瓶，以及购进的各
种名酒的包装箱、包装袋、防伪
标识重新灌装加工后销售。在
案发现场执法人员查获已生产
完成丰谷酒王83瓶；丰谷老窖30
瓶；未灌装“丰谷酒王”整套包装
480余套、空瓶1100余只；回收
的五粮液、国窖1573、五粮春等
包装瓶、盒200余套。执法人员
查扣了当事人现场所有的成品、
原料和生产工具。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老掉牙”，
许多人到了四五十岁，由于牙周
病、口腔卫生不佳等原因，牙齿也
开始松动、脱落，影响进食也影响
健康。
关爱缺牙市民：8.8元特惠做牙

为让市民早日恢复口腔健康，
春季大型口腔公益活动：“春牙”计
划现已全面推出。在全省范围内
推出500个8.8元特惠做牙名额，更
有7项口腔检查费用全免、假牙抵
现金（100元/颗）等福利。让市民

告别缺牙、牙松动、假牙不适、烤瓷
牙失败等口腔问题，更省钱省心修
复缺牙。拨028-96111可申请。
周六种植牙公开课，百人分享会

不少市民饱受缺牙之苦却不
知如何解决，想做种植牙又有所担
忧。本月17日将开展种植牙百人
分享会，为广大市民上一堂“种植
牙公开课”，把种植牙手术全过程
详实呈现，几十上百名做过种植牙
的市民到现场分享种植牙历程。
现场送8.8元特惠做牙名额，种牙还

送电饭煲、按摩仪等好礼！名额有
限，拨028-96111可报名！
缺牙苦、假牙松，种植牙好用

缺牙痛苦？戴假牙出血、发
炎、红肿、不方便？烤瓷牙咬力不
足、破裂、失败？据了解，种植牙因
其稳定性好，咀嚼性强，使用时间
长，方便美观等优点，在外观和咀嚼
力上媲美真牙，越来越受市民青睐。

【市民福利】拨028-96111，报
名申请7项口腔检查费用全免，每
日限前20名，以报名顺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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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5时）AQI指数 133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
良：遂宁、内江、眉山、资阳、广元、巴中、乐
山、攀枝花、德阳、泸州、宜宾
轻度污染：雅安、南充、绵阳、广安、自贡
中度污染：达州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吴冰清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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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28期开奖结

果：9819867，一等奖0注；二等奖12注，每注
奖金22067元；三等奖163注，每注奖金1800
元。（676.9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65期开奖结
果：238 直选：4911（261）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
12427（1107）注，每注奖金173元。（438.7万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65期开奖结
果：23896 一等奖：26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4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8065期开奖结果：848，单选914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16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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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第2018028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8、03、18、11、14、
23，蓝色球号码：16。一等奖7注，单注奖金
7676997元。二等奖220注，单注奖金106471
元。滚入下期奖池资金578094167元。备
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缺牙苦？假牙松？做牙8.8元，全城特惠 三台县成功端掉一制售假冒名酒“黑窝点”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0—12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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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东北部局
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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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川大教授李勇先推荐孝廉文化地标：

黄龙溪三县衙门
见证清朝衙门历史的活标本

“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网络投票破65万
总榜单前20名中，孝廉文化地标占据10席

黄
龙
溪
三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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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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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MWC2018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国
移动董事长尚冰表示，年内移
动家庭宽带用户将超 1.3 亿
户。近日，三大运营商公布的
2018年开年首月的运营数据
显示，中国移动在宽带上继续
高歌猛进，当月，中国移动的
固网宽带净增数为 407.6 万
户，有望在年内成为规模最大
的宽带运营商。据四川移动
相关人士透露，预计年内全省
移动光宽带用户将逾千万。

据介绍，移动光宽带不但
已实现全省百兆光纤宽带接
入，而且实现了家庭接入带宽

“百兆起步、千兆引领”。其宽
带套餐品牌“新爱家套餐”从
88、108、138到168等，带宽从
50M到100M乃至千兆，更是
为用户提供了多种选择，用户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
需求选择相对应的宽带套餐。
并且由于移动4G网络品质高、
覆盖完善，拥有更多的4G手机
用户，组合家庭套餐也更容易。

此外，移动光宽带还有一
个重要的优势就是上下行带
宽一致！据悉，目前许多其他
运营商提供的宽带都是以下
行速率为标准，虽然是100M
甚至更高，但由于上行速率通
常只有1/10（即10M），所以实

际 上 网 速 度 并 非 真 正 的
100M。移动光宽带巨大的上
行带宽优势，可以让用户快速
分享视频、上传云盘、大文件
传送，从而拥有更加畅快的上
网体验，这也是移动光宽带赢
得用户口碑重要原因之一。
去年12月，工信部公布了最新
一批获得CDN牌照的企业名
单，其中中国移动成为首家获
得CDN牌照的运营商。当下
用户的上网体验，已成为其选
择哪家运营商的关键因素，尤
其是访问网站速度慢、网页经
常打不开等常见问题，最让用
户头疼，而CDN服务正是解决
这一难题的关键。

四川移动目前在全省范
围启动“消灭低带宽”活动，所
有20M以下宽带全部免费升
级至20M；同时，在部分小区
提供100M宽带免费体验三个
月活动，用户体验满意再付
款，诚意满满。如果100M宽
带让你还不过瘾，没关系四川
移动千兆宽带能圆你的梦
想。目前，四川移动已在全省
率先建成过百个千兆宽带小
区，宽带最高下载速度可达
125MB/s。以这个速度下载
一部20G的高清4K影片，只
需要160秒，超过普通硬盘读
写速度一倍以上。

四川移动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宽带电视品质
2018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来临，今年消费维权年主题：“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作为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宽带电视与全家人的美好生活向往息息相关。最新数据显示，四川移动光宽带已覆盖全省3410万住户，并具备“覆盖
广、产品多、速度快、服务佳、内容好”等突出优势。截至目前，全省城镇已100%覆盖中国移动光宽带电视。近日，中国移动
四川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赵大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年内，四川所有行政村将开通移动宽带，提前实现“宽带中
国”目标。

面对用户对宽带电视品质需求的不断提高，近日四川移动宣布实现宽带电视带宽、内容、服务、应用等四大领域全面升
级，让用户畅享高品质互联网生活。

服务品质，是决定用户选择
宽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早在
2016年，四川移动即在省内各
地率先推出宽带装维服务“超时
赔付”——承诺修障时间不超过
24小时、装机时间不超过48小
时，若超时将对用户实行赔付。
此前，四川移动正式发布了“宽
带五项服务举措”，即网络更快，
服务更优，应用更广，电视更丰
富，费用更省，一切从用户的感
知和体验出发，为用户所想，为
用户所急。随后，四川移动在全
省率先推出宽带电视“先装机，
后付款”服务，凡省内移动用户
通过10086热线、网上营业厅、
掌上营业厅、微信营业厅等线上
渠道办理移动光宽带电视业务，
均可享受“先装机，后付款”服
务，不仅可让你足不出户先使用
移动光宽带，而且，办理当月免

费试用宽带和电视，次月才计
费，让你再无后顾之忧。

近日，四川移动光宽带再次
创新推出三大服务升级：首先，推
出“当天办当天装”服务，新爱家
套餐168及以上用户，凡下午16
时前下单提出安装需求，当天工
作人员即上门安装 ；同时，用户
权益全面升级。新爱家88及以
上用户可享受看电视直播、点播、
回放、海量影视等权益。168及
以上用户即享受免费会员包服
务；同时，贴心为用户提供家庭智
能组网服务，检测家庭WiFi质
量，并根据各家庭环境制定组网
方案；针对付费节目，四川移动透
明服务，付费前均需用户输入密
码，避免老人小孩误操作。48小
时内，可退订付费节目，用户还可
以在用户页面清楚了解自己订购
的服务内容，消费明明白白。

机器人为家庭服务，已成为
移动光宽带用户家中的现实场
景——都江堰市玉堂镇滨江家
园的住户谢女士，早上起床，收
拾妥当，开始指挥家里的小机器
人干家务。在女主人的语音命
令下，外观小巧可人的智能机器
人开始指挥家中的各种家电开
始有序工作。此外，谢女士家中
还安装了“和家安”家庭智能监
控业务，由中国移动自主研发，
通过手机即可实现秒级安装配
置、远程视频查看与回放、双向
语音通话、告警检测等功能。可
实现对老人、小孩、宠物等远程
关怀看护和对商铺的远程安全
防范。不仅如此，四川移动还向
全省移动光宽带用户提供扫地
机器人、物联摄像头、物联门窗

磁感应器、物联MINI网关声光
设备、物联水浸检测器、物联防
盗红外感应器等丰富的产品，让
用户轻松享受科技带来的生活
品质提升，随时随地感受移动带
来的美好生活。

谢女士只是众多受益四川移
动智慧家庭服务的用户缩影。目
前，四川移动已相继推出和家亲
APP、和家安（家庭监控）、和家通
（家庭座机）、和家玩（电视屏手势
控制）、和家看（电视屏点读）等智
能家居产品，用户通过高清摄像
头与智能终端相连，远在外地出
差的儿女就可通过手机与家里的
老人小孩，在电视屏幕上高清视
频通话，真正做到让用户一手掌
握智慧家庭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且菲

目前，四川移动光宽带电视内容全面升
级。电视内容覆盖行业前列，国内票房
TOP20影片覆盖率超过90%，包括《芳华》、
《前任3：再见前任》，热播电视剧《美好生活》、
《利刃出击》、《新寻秦记》，《小猪佩奇》、《汪汪
队立大功》等超过50万小时的海量高清精彩
影视内容，热门影视周周更新，打造专属线上
影院。同时包含央视、卫视等110余路节目，
四川移动还提供4K超高清电视服务，其显示
像素是1080p全高清电影的4倍。

同时，移动光宽带电视运用“黑科技”，
实现用户手机电视双屏互动，娱乐社交一网

打尽。通过“掌上魔百和”APP，用户不仅可
以体验用手机遥控电视的乐趣，还能实现在
家中电视上同步观看手机里的影视资源，更
有趣的是可一边看视频一边组群聊天，比如
一干好友相约同时在各自家中的移动光宽
带电视上观看精彩球赛，通过“掌上魔百和”
APP即可边看边发弹幕讨论交流，聊得过
瘾；最神奇的是，手机和电视还能做到双屏
断点续播，下班路上没看完的视频，回家打
开电视直接续播；着急出门电视又没看完，
打开“掌上魔百和”继续收看，真正无缝衔接
的便捷乐趣。

宽带升级 网络质量明显提升

服务升级 全面推广省心装维

应用升级 智慧家庭一手掌握

内容升级 提升电视收视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