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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成都（15时）
AQI指数 45 空气质量 优
优：西昌、攀枝花、遂宁、广安、康定、
巴中、资阳、达州、内江、广元、眉山、
南充、马尔康、泸州、自贡、宜宾、雅安
良：绵阳、德阳、乐山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7—77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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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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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爱心平台
传销组织被岳池警方打掉

“只要加入‘爱心’平台，缴纳240元
再联系3个人加入，每个月就可以领工资
……”今年1月，家住达州通川区的吴某
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了一个名叫“爱心
60”的平台，原以为接下来可以坐等领钱，
结果和其他600多人一样等来一场空。6
月13日记者获悉，经过警方缜密侦查，以
岳池人汤某为首的传销组织被一举端掉。

据岳池警方介绍，在近期开展的一系
列“夏安行动”中，接到包括吴某在内的广
安、达州和南充等地群众反映，通过朋友
聊天认识“爱心60”平台，因“风险小收益
不错”，纷纷交钱带人成为会员。然而几
个月过去，大家都没领到钱，“介绍人”也
关机了，遂向岳池警方报警。

岳池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经过一个多
月努力，最终查到传销头目谭某和汤某，
并核实“爱心60”传销6个层级共600余
人，涉案金额10多万元。包括谭某、汤某
等近10名嫌疑人被抓获归案，追回部分
被骗现金。

岳池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建平介绍，
“夏安行动”开展两个多月来，岳池警方共
查处行政案件184件，行政拘留112人；
破获盗窃类刑事案件50余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24名，为群众挽回损失近20万
元。

汤志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兴罡

今年6月14日，是成都宽窄巷子开
街十周年。

2008 年 6 月 14 日，宽窄巷子开
街，激活了沉睡中的成都旅游业，成为

“5·12”震后四川旅游复苏的里程碑。
“10年间，宽窄巷子立足于文化保

护、精神传承和城市营销，有机更新业
态，创造场所精神，打造活动品牌，形成
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消费热点。”成都宽窄
巷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宽窄巷子极大地彰显了“天府文
化”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城市IP。

10年来，宽窄巷子见证了“总理来
访”“财富全球论坛招待晚宴”“美国总
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访华驻点宽窄”

“国际小姐来蓉驻点宽窄”等一系列重
大事件。宽窄巷子代表成都一次次成
为世界瞩目焦点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
发展与蜕变。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认
为：宽窄巷子对城市文化的承继和创

新，是对城市精神的领味和传扬。“最终
宽窄巷子从展示成都人文风貌的‘都市
会客厅’升级为触发成都人心灵脉动的

‘精神家园’，向世界传递出“最成都”的
精神风貌。”

宽窄巷子承载了4500年的成都文
明，记录了2300年的城市历史，经历了
若干次天府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与
振兴，见证了蜀地在历史上的一次次涅
槃重生。成都宽窄巷子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如今，在浸润
300年少城风致的宽窄巷中，常常能与
丰富多彩的城市记忆、文化片段、生活
场景邂逅。”

宽、窄、井三巷共有45座川西民居
老院子。宽巷子院落以中式餐饮和茶
文化为主，窄巷子多为咖啡、特色文化
主题店等，构成了精品生活品味区，井
巷子为以特色零售、创意时尚为主题的
时尚动感休闲区域，是宽窄巷子最开

放、最多元、最动感的一面。
“宽窄巷每年都会定期举办跨年音

乐会、创意市集、茶文化节、消夏音乐艺
术节等活动。”白夜酒吧创始人翟永明
表示，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营造了
成都“创新创造、时尚优雅、乐观包容、
友善公益”的精神肌理。

记者了解到，14日，“十年盛放，无
问西东”——宽窄巷子开街10周年纪
念月活动将陆续举行。活动将以一场
特展 、三场对话、十部影像及丰富的商
家主题文化活动拉开帷幕，带领游客感
受宽窄巷子最成都的创意与活力。

10年积淀，宽窄巷子海纳城市生
活美学和文创智慧新潮，孵化出层出不
穷的城市创新体验;面向未来，宽窄巷
子肩负“国际老城文化旅游区”的新使
命，将开启更多元化、更国际化、更具科
技感的“活力态”未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牛建平

十年盛放无问西东展望未来宽窄可期
——宽窄巷子开启10周年系列活动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8068 期开奖结果：08、12、16、26、
33、05、06，一等奖 2 注，每注奖金
1000万元。一等奖追加0注；二等奖
72注，每注奖金105371元。二等奖
追加32注，每注奖金63222元；三等
奖576注，每注奖金5063元。三等奖
追 加 270 注 ，每 注 奖 金 3037 元 。
（58.74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157
期开奖结果：209 直选：6506（88）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
奖金346元；组选6：4576（238）注，每
注奖金173元。（1005.8万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157
期开奖结果：20996 一等奖：95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32亿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6月13日，“中国·乐至田园生态游”推介会暨2018乐至端午咏荷诗会在乐至县
开幕。活动中，资阳市乐至县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签约启动共建“中国田园诗歌
之乡”战略合作。乐至县将依托“田园美、底蕴重、平台高”优势，打造“中国田园诗歌
之乡”品牌。

王小刚、叶延滨、梁平、张新泉、罗蓉等名家大咖以诗歌之名再聚乐至，乐至端午
咏荷诗会以“诗·读荷”“情·诵荷”“画·画荷”“意·舞荷”四个环节，端出一席荷花诗歌
盛宴。

“中国田园诗歌之乡”元素
融入旅游景点节会活动

活动现场，乐至县与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签约共建“中国田园诗
歌之乡”，现场嘉宾、乐至县领导一同
启动此次战略合作。

合作开启后，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将充分利用专业传媒平台优势，
报道展示“中国田园诗歌之乡”乐至
县的书香诗韵，还将以封面智库文
化、人脉资源，以及商业品牌资源助
力乐至“中国田园诗歌之乡”品牌打
造。

乐至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乐至将在县域旅游景区、文化节会活
动融入“中国田园诗歌之乡”元素。
在川中林业科技示范园五彩林乡打
造中国田园诗歌风情小镇、开展全国
知名诗人“中国田园诗歌之乡”乐至
采风、举办中国田园诗歌赛等，全力
打造“中国田园诗歌之乡”品牌。

名家大咖云集诗会
智慧碰撞“诗意田园”

中国传统文化中，“荷”即是
“和”，“莲”即是“廉”，而和平、和
谐、清明、廉洁是传统文化精髓。
乐至端午诗会暨第二届田园诗会，
数十盆荷花让现场众人置身其中，
感受乐至荷美。

一流诗会少不了一流诗人，叶延
滨、梁平、张新泉三位诗坛名家，以各
自的特色形式，带来他们独特的诗和
思。由著名朗诵艺术家海光领衔，曹
雪菲等人组成的专业朗诵团队，深情
演绎了《荷塘月色》《离骚》等吟咏描
摹荷花的佳作，国家一级演员、四川
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罗蓉，演唱了
《我的中国梦》，著名国画家孙祥现场
作《百荷图》，赠予乐至。

俄罗斯世界杯将于6月14日拉
开帷幕。诗会特别邀请俄罗斯嘉宾
——四川外国人唱中国歌曲大赛分
赛区亚军安娜，用中文和俄文双语诵

读俄罗斯著名女诗人米拉·洛赫维茨
卡娅的诗《我的灵魂像一朵纯洁的莲
花》。舞者、歌者、画者、咏者，与诗人
一起，带来了一场诗情画意的盛宴。

同时，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智
能机器人小封为乐至创作诗歌8首，
展示乐至自然景观、城市风貌、旅游
景区等。封面视频直播团队也持续
两个多小时进行了全程直播。

生态乐至邀请你来
休闲旅游品尝美食

乐至作为蜀中重镇，建县已有
1400多年。理学鼻祖陈抟、名相寇
准、书法家谢无量留下了众多胜迹，
这里还诞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
家、外交家、诗人陈毅元帅。乐至民
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多姿多彩，傩戏、
薅草歌等充满田园气息。

经过30多年奋斗，乐至人将三
千余座红土坡变成了绿山头，森林覆
盖率从 1.37%提高到 42.4%，享有

“成渝走廊明珠、康养福地、天然氧
吧”的美誉。乐至有国家4A级景区

陈毅故里、全国闻名的佛教圣地龙门
报国寺、丘区水乡蟠龙湖、孔雀五彩
林乡等风景名胜，正全力建设成渝经
济区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基地。古代
贡品天池藕粉、源于三国的乐至烧
烤，远销国外的黑山羊，只是乐至“三
宝五绝”的小部分。

正全力建设成渝经济区乡村旅
游休闲度假基地的乐至，以陈毅故
里、龙门报国寺为核心，以阳化河观
光农业、蟠龙湖和凤凰山自然风光、
五彩林乡及万亩荷花为支点的“两核
四片”全域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加快构
建，电子商务、商贸流通、餐饮、娱乐
等服务业协调推进。乐至创响“乐享
资味·至美田园”乡村旅游品牌，相继
成功举办了乐至国际美食烧烤节、童
家桃花节、劳动梨花节、高寺葡萄桑
葚采摘节、高寺小龙虾节等乡村旅游
节会，以旅游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不
断壮大。

乐至，作为成渝直线走廊上一颗
绿色璀璨明珠，用它丰富的田园生态
资源，承载田园生活的美好梦想，呼
唤各界朋友“来此一游”。

2018乐至端午诗会，大世界书
画院院长、著名国画家孙祥现场创作
《百荷图》，赠予乐至县。由主办方牵
线，乐至“农民画家”刘祚东现场拜孙
祥为师。

刘祚东出生于乐至县金顺镇仁
义寨村，年少时就表现出了绘画天
赋。后来，他在成都打工时，一有空
就去书画市场看别人作画，慢慢懂得
了些绘画的技法。

近年，刘祚东绘画水平逐渐提
高，无论是花鸟、山水还是人物画都
有了一定功底，尤其擅长工笔画。

不过，只有小学文化的刘祚东时
常感到遗憾，因为他不曾拥有一位名
师，这使他感到被阻隔在“画家”这个
词门外。他有个奢望，希望能拜到名
师门下，有朝一日成为真正的画家。

在端午咏荷会现场，刘祚东的
“奢望”变成了现实。孙祥听说过刘
祚东的事迹，深受触动，愿意收刘祚
东为徒。孙祥说：“看过他画画，有一
定水准，非常不错。”得知自己将拥有
一位真正的老师，刘祚东非常激动，
他表示，拜孙祥为师会激励他更加热

爱国画。
现场进行了简短的拜师仪式，刘

祚东满怀崇敬给孙祥递上一杯拜师
茶。这杯茶将师徒情谊紧紧相连，成
为成都艺术家与乐至农民画家的文

化帮扶佳话。
最后，孙祥送刘祚东一套绘画工

具，希望对他有所裨益，而刘祚东也
送给孙祥老师一幅自己的画作《大展
鸿图》作为拜师礼。

名家云集
畅谈田园诗歌

叶延滨：
耕读传家用诗歌耕种心田

在第二届乐至田园诗会上，中
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诗歌委员会主
任叶延滨，作了《中国人的“耕读传
家”所表达的诗意栖居追求》的演
讲，分享了他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特
质的分析和体悟。

对于乐至正在打造“中国田园
诗歌之乡”，叶延滨很是赞许，他认
为，诗歌是文化的根源，是文化流传
的河流，“我们的先辈不仅在大自然
中劳作，还用精神世界营造一个田
园，用诗歌耕种心田。”

叶延滨总结了“耕读传家”的
深厚含义，他说，要让耕读传家，
让祖先留下的对美好理想追求的
理解，切实化成我们美好的现实
生活。

王小刚：
田园诗会是乐至一大创新

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名誉
院长、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省委
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副组长王小刚
在推荐会上作主题发言，提出“文
化与发展双发展、双丰收”。他认
为田园与诗歌巧妙结合落地田园
诗会活动，是乐至发展的一大亮
点，也是打造“中国田园诗歌之乡”
的好举措。

王小刚说，发展的动力是创新，
乐至县打造“中国田园诗歌之乡”，
举办田园诗会正是乐至发展的一大
创新，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有的放
矢。他建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
政府，但主体必须是生于斯长于斯
的乡亲。好的田园诗歌不仅要写田
园风光，更要有深厚的人文情怀，注
重提升乡邻文化素质。

梁平：
感受诗歌带来的灵魂和力量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
任、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
席、《草堂》诗刊主编、著名诗人梁
平对乐至打造中国田园诗歌之
乡，给予高度赞赏。“乐至这么漂
亮，打造田园诗歌之乡，非常适
宜。这将有助于我们追回久违的
诗意。”梁平说。

梁平提到，任何到乐至的朋
友，不能不想到陈毅元帅。陈毅元
帅一生不改乡音，这也是乐至美好
山水滋养而出的。从诗歌的角度，
这是陈毅元帅给诗歌田园之乡留
下的最好礼物。随着乐至田园诗
歌之乡影响不断扩大，期待未来会
有更多人听到乐至乡音，感受乐至
的美好，这就是诗歌带来的灵魂和
力量。”

乐至端午咏荷诗会诗意“碰撞”
打造“中国田园诗歌之乡”

田园诗会牵线
“农民画家”拜名画家为师

本组稿件采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龙 田雪皎张杰
实习生王婧尧
摄影杨涛

6月13日，来自武侯祠博物馆的小讲解员和乐至当地的小朋友一起朗诵诗歌。

乐至农民画家刘祚东向孙祥（右）赠画并拜他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