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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6时）
AQI指数 21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雅安、巴中、乐山、绵阳、资阳、
眉山、德阳、西昌、广元、达州、自贡、内江、遂宁、
泸州、广安、攀枝花、南充
良：宜宾

5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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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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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77期开奖结
果：01、06、09、15、26、08、09，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
1000万元。一等奖追加1注，每注奖金600万元；二
等奖69注，每注奖金122792元。二等奖追加38
注，每注奖金73675元；三等奖539注，每注奖金
6609元。三等奖追加207注，每注奖金3965元。
（59.81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78期开奖结果：
528 直选：7097（463）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13714（961）注，每
注奖金173元。（1018.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78期开奖结果：
52875 一等奖：117注，每注奖金10万元。（2.35
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78期：

31313331300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088期：

203210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8083

期：33131113131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雨天户外防触电
遇到积水尽量绕行

当前正值汛期，四川各地遭遇暴雨，不少地
方路面被淹，不仅给民众日常出行造成困难，还
带来了触电的安全隐患。面对暴雨天气户外暗
藏的“危险”，民众如何避免意外触电？省安全
监管局提醒您，牢记以下几条安全须知。

不要靠近电力设备。多雨潮湿的天气，电
气设备绝缘性能下降，人体的电阻也相对降
低。因此，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
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
有可能刮断架空电线，雷击和暴雨也容易引起
裸线或变压器放电。同时，应尽量避开电线杆
的金属材质斜拉线，因为拉线上端离供电线路
较近，恶劣天气里有可能使拉线带电。

不要在紧靠供电线路的高大树木或大型
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高大树木或大型广告
牌一旦被大风刮断或刮倒，很可能将紧靠的
电线砸断，或造成树枝、广告牌搭在电线上，
人体一旦接触被砸断的电线以及被淋湿的树
木或金属广告牌，都容易引发触电的危险。

不要触摸电线附近的树木。树木长高
后，电线可能被树冠包围，经长时间摩擦可能
存在绝缘层破损的情况，遇到雷雨大风天气，
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会导致短
路、放电。

遇到积水尽量绕行。外出时尽量选择没
有积水的路段行走，如必须蹚水通过，一定要
观察附近有没有用电、供电设备，有没有供电
线路断落积水中，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
事故。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在积水中，应
撤到离导线落地点8米以外的地方，做好记
号提醒其他行人不要靠近，并及时通知供电
部门紧急处理。

遇电线掉落应单腿跳跃离开。万一电线恰
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不要惊慌，更不
能撒腿就跑。此时应用单腿跳跃离开现场，否
则很可能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

无绝缘防护不随便救人。一旦发现有人
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
的木棒、竹棒以及干布等绝缘物体使触电者
尽快脱离电源。不能用潮湿的工具或金属物
体去拨开电线，未脱离电源前也不可直接接
触触电者，以防自身触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杨晨

体彩

一个多月前，成都同和路一小区
发生多起盗窃案。不久，警方抓住一
名小偷。在指认现场时，生气的业主
将小偷正面照片拍下，并打印出来贴
在小区门口。照片在小区门口张贴
一个多月。对此，小区业主纷纷“点
赞”，称能警示和威慑盗贼，但路人发
现后认为“要不得”，涉嫌违法。

7月4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来到该小区采访后不久，告示贴
被人撤下。

照片被贴小区大门
4日，记者来到该小区，采访了多

位住户后，大致还原了事情经过。
一个多月前，小区连发盗窃案。

6月初，警方将一位小偷带到小区指
认现场。见到小偷被抓，大家都很高
兴，纷纷拍手叫好，不少人拿出手机
拍照。

之后，有人将所拍照片打印出
来，配上“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的字样贴在小区门口。记者看到，这
个贴了1个多月的告示贴，小偷面部

清晰可辨，身着一件黄色衣服，在小
区指认现场。

对此，小区业主表示赞同。一位
周姓住户表示，因小偷太猖獗，这样
能起到警示和威慑的作用，“贴出来

后，大家都晓得他是小偷，就引起注
意。”其他受访住户也表示，支持贴出
小偷照片，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更警
觉。

但路过此地发现告示贴的市民

刘先生认为此举“要不得”。这一个
多月内，他多次路过该小区大门，觉
得告示贴有些碍眼。“押送犯人都要
戴头套，小偷也有肖像权，这样欠妥，
我觉得涉嫌违法。”

告示贴已被撤下
记者向物管了解情况，一位物管

工作人员透露：该告示贴不是物管贴
出，是居民所为，其他情况拒绝采访，

“你们去找派出所了解，我们不知
道。”在记者采访后，小区门口的告示
贴已经被人撤下。

四川润方律师事务所律师方树
斌表示，居民张贴小偷的照片显然不
妥，涉及侵犯人格权，有损当事人尊
严。“公民在没有依法判决，判定有罪
前，都不能认定是犯罪。”他认为，小
区被盗居民愤怒的心情大家都理解，
如果要张贴小偷照片做提醒，也应当
采取遮挡的措施，“比如给当事人面
部打马赛克，不能发正面清晰照片，
同样可以起到警示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田之路

宽窄巷子、锦里、太古里……这些
驰名中外的街巷，是成都的“面子”。

而作为一座城市“里子”的背街小
巷，虽背且小，但其乱象不仅影响环
境，更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2017年9月，成都市启动老旧城
区改造行动、背街小巷整治行动等“五
大行动”，不断夯实和谐宜居生活城市
底色，让市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

2017年，成都完成整治背街小巷
1339条，打造示范街巷22个。成都
市城管委（市治理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总结固化背街小巷治理工作经
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健全常态长效
机制。“2018年将再完成整治背街小
巷1918条，打造示范街巷22个。”

一年多来，成都的背街小巷发生
了哪些变化？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实地探访，带您一窥成都背街小
巷“蝶变”的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静 牛建平 摄影报道

有美丽传说

支矶石街
历史老街升级改造
支矶石街的得名，源于一个古

老神话，传说如今仍立于街道入口
花园内的石头，原是天上织女用来
垫织机的，称为“支矶石”，街道因此
而得名。

肖代钦是这条街上的老住户。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街道出现了
脏、乱、差的情况，“街上车子乱停、
墙面脏乱等问题频频出现，一度变
得很糟糕。”

青羊区少城街道办宽窄巷子片
区组长张宏介绍，成都市开展背街
小巷整治后，他们对支矶石街道立
面进行了规范，商家店招统一更新，
重新打造公共绿化带、景观墙，对老
旧市政设施更新，重新铺设地面，排
水管网进行了更新；同时，发动社区
居民骨干来共同参与治理，共建、共
治、共享，共同整治好环境。

升级为文艺“打卡”地
6月26日，记者在支矶石街看，

街道的墙面上有立体美观的绿化植
物，还绘制了小朋友的画作，设置了
充满文化韵味的浮雕；道路崭新干
净，入口有亭子和花园组成的小景
观；整个街道五彩缤纷，充满着浓浓
的文艺气息。

街道两旁有许多充满文艺气息
的店铺，有茶艺馆、古琴社、户外俱
乐部、私房菜馆等，店铺装修极具特
色，富有文化韵味，吸引了许多游客
前来游玩“打卡”。来这里吃饭休闲
的游客王女士说：“街道干净漂亮，
店铺很文艺，我们来这里玩觉得很
舒服。”

地处闹市曾“老旧脏乱”
新开街始建于清光绪 20 年

（1894年），街长300米，周边有省
川剧院、盐道街中学、盐道街小学，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载着
老成都的记忆。街道两旁商家以
经营花鸟、观赏鱼类为主要业态，
是成都知名的“花鸟鱼虫”一条街，
也是闹市中心一道独特风景线。

近年来，商家传统的店铺销售
模式，已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市场
逐步萎缩，失去了年轻消费群体。
再加道旁店家污水直排路面、经营
占道等，造成街疲道环境“脏乱
差”、交通“肠梗阻”等问题，给城市
形象和居民生活蒙上了“灰尘”，成
了城市管理中难啃的“硬骨头”。

街道换新貌居民有幸福感
督院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袁治

说，在新开街整治中，对临街的建
筑做了立面整治；临街商招、店招，
进行了整理规范，每个商家的排水
系统进行了改造，使污水有序排放
到排水系统；更换人行道路砖，使
其在暴雨时不会出现积水；增设了
慢行自行车道；临街的小区住户，
安装了双层隔音玻璃。

整治后的新开街面貌焕然一
新，新增了许多绿化景观，极富文
化特色，店铺的墙面还绘制了可爱
的熊猫图案。

阳晓虎在这条街道上做了20
多年的水族馆生意，“做水族馆生
意，排水很多，但以前排水不方便，
污水到处流，改造后安装了排水系
统，现在干净多了；外面给我们安
装了新的店铺招牌，我们的铺面也
得到提档升级，现在顾客很多。”

今年73岁的冯爱丽在这条街
生活了近二十年，看到街道变化一
新，她高兴地说：“以前这条街很老
很旧，现在很漂亮，住在这里很有
幸福感。”

“花鸟鱼虫”

新开街
的的

改造后像北京的“798”
玉林街长500米、宽25米，

一首《成都》，让玉林西路的小酒
馆更火了。除了歌词里的酒，玉
林街更吸引游客的，是墙上的画。

“在墙壁和17个井盖上进行
创意彩绘，听取过很多老居民和
商家的意见。”街办副主任王文甫
说。

现在玉林街墙上栩栩如生的
兰草、带着音符的小提琴、创意表
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
梦……在不同主题点缀下，精巧
细致的图案，让游客频频举起相
机。

从北京来成都游玩的陈彤
说，网上都说玉林是酒吧街，没想
到更是彩绘一条街。“彩绘精美绝
伦，有点像北京的798。”

环境变化让居民很满意
刘玉兰67岁，在玉林街生活

了30年。“以前街上公共厕所脏
乱差，现在非常干净。”在她眼中，
街道最切实的变化是公共卫生
间。“现在有专人管理，不收费，环
境像五星级。”

变化源于实施的“花间公厕”
项目。通过花草藤蔓对公厕进行
美化，培养居民共同美化居住环
境的意识。

在“花开玉林”专项整治的同
时，玉林街道办正在玉北社区建
设蜀绣微博物馆，在青春岛社区
建设剪纸微博物馆，在玉东社区
建设川菜微博物馆等10个微型
博物馆。“让都市人走到玉林的时
候，可以慢下脚步、静下心来，亲
近自然、享受生活。”王文甫说。

对于今天的玉林街，刘玉兰
感慨道，“作为老玉林人，看到实
实在在的变化，我很满足。”

流行歌中

玉林街
的的

的的

小偷正面照被贴小区大门
业主点赞路人说不妥，目前告示贴已被撤下

贴在小区门口告示栏上的小偷照片已被撤下。

整治后环境优美的玉林街和支矶石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