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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烂牙？
种植牙、补牙可享援助

缺牙不但有损咀嚼功能，还会因营
养不良、肠胃疾病等消化系统问题而危
害身体健康。

为关爱缺牙市民，8020零缺牙援助
计划正在持续开展中。缺牙市民可拔打
热线028-96111，享2人种牙1人半价、
补牙特惠价，报名预约免费种植牙援助
名额！

市民专享多项免费
此次援助面向全国征集缺牙者，援

助期间，拨打96111预约的市民，可享多
项援助：

1、本月援助，多颗种植牙免费赠送，
需先打电话预约报名

2、2人结伴种牙，1人半价，省钱至
少3000元以上，种植颗数多，享优惠金
额更高

3、单人做牙者，只需交8元，可抵用
1000元一次

4、可预约全家人7项免费口腔检查
（价值1000多元），每日30个名额

5、补牙只需几十元，假牙免费清洗
种植牙，人类的“第三副牙齿”
种植牙突破了传统镶牙方式的缺

点，缺哪颗种哪颗，在缺失牙齿的位置上
“种”下人工牙根，待人工牙根与牙槽骨
密合后，再在上面装上牙冠。不伤邻牙，
且稳固、美观、舒适、咀嚼功能恢复好，被
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

牙病早防早治：口腔检查免费
很多牙齿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不

易引起重视，一旦症状表现出来，大多已
发展到牙齿松动、脱落，或不得不拔除。
近日补牙享特惠，可拨028-96111报名
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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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北向出川，秦岭、大巴
山脉是必须跨过的险阻。从四川
巴中至陕西汉中，穿越大巴山脉，
巴陕高速正在加紧建设中。

为了实现高速公路快速通
达，13.8公里长的米仓山隧道应
运而生，这是四川第一、中国第二
长的特长隧道。

8月9日上午10时23分，历时
55个月建设，米仓山隧道正式实
现双幅贯通。今年底，巴陕高速
将正式通车，届时，从巴中到汉中
只要一小时。

胜利会师胜利会师
米仓山隧道正式贯通

9日上午，巴中市南江县关坝乡
境内，巴陕高速米仓山隧道正等待着
最后的贯通。

全长13.8公里的米仓山隧道，是
目前已贯通的四川最长、国内第二长
的高速公路隧道，进口位于汉中市南
郑县小南海镇小坝附近，出口位于巴
中市南江县关坝乡。

上午10时，从隧道巴中端往里
走8公里，最后一面厚约4米的掌子
面，已打好孔、安放好爆破炸药，全长
13.8公里的隧道，只剩下最后4米未
打通。

爆破即将开始，全体施工人员撤
到隧道外，上午10点23分，一声巨
响，掌子面爆成一堆碎石，隧道内烟
雾弥漫。

在爆破后，施工人员进入隧道，
加固隧道顶部、喷混凝土、清运爆破
碎石。下午1点半左右，隧道陕西段、
四川段施工人员在隧道内实现会师。

至此，经历55个月艰苦建设，米

仓山隧道正式实现双幅贯通。

工程工程难点难点
隧道建设满满科技感

在隧道贯通现场，巴陕高速桃
巴路LJ2标段总工程师江俊杰告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记者，米
仓山隧道穿越高山硬岩石区域，整
条隧道有超过10公里范围为花岗闪
长岩，岩石坚硬、岩爆频发。

从2017年11月开始，隧道施工
进入高地应力灾害段，具有突发性、
反复性、强破坏和不可预见性的特
点，大大增加了施工难度，作业安全
风险极高。

在米仓山隧道出口端，施工队
伍掘进达8公里，为国内独头掘进最
长的公路隧道，施工通风与工效保
证是重大困难。另外，米仓山隧道，
也是一条科技感满满的隧道。

建设团队通过不断摸索，将物
联网传感技术，BIM，ERP，现场数
据采集、实时存储等与现有方式相
融合，构建了智能化数字化隧道管

理体系，实现数字化管理。
同时，将米仓山超特长隧道分

为4段，分别布置洞身装饰，将大美
秦川的景观放置其中。不仅具有美
观和诱导行车的功能，还将具有节
能和净化隧道环境的功能。

作为进入隧道的门户，米仓山隧
道在洞门设计上，亦是别有风格，将
秦川两地特色与历史文化融入其中。

在隧道巴中端，采用错台式洞
门设计，寓意着蜀道难到蜀道通再
到蜀道畅的深意；而汉中端代表了
进入四川的门户，蜀门秦关的意蕴，
庄严地呈现在城墙式洞门上。

年内开通年内开通
巴中到汉中只需一小时

巴陕高速公路（G85）起于四川
省巴中市巴州区，经南江县止于川
陕两省交界处的米仓山隧道，全长
约117.5公里。

这条高速共有控制性工程桥梁
55座、20个隧道，全线桥隧比高达
78.2%，估算总投资137.14亿元，建

设工期5年。
米仓山隧道顺利贯通，也为巴

陕高速年底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
础，彻底改变以往翻越米仓山交通
极为不畅的历史，特别是每年冬季
大雪封山中断交通的情况，将一去
不复返。

巴陕高速开通后，巴中至汉中
的路程，将由原来的3.5小时缩短为
1个小时，通行时间大幅缩短，行车
路况大为改善，体验大为提高。

其次，巴陕高速建成后，将和广
陕高速、达陕高速“三箭齐发”，进一
步完善川东北区域高速路网，有效
降低区域物流成本，带动地区经济
发展。

巴陕高速，使得四川新增一条
北向出川大通道，进一步加强川陕
合作，扩大北向开
放，给川陕革命老
区的经济发展注
入强心剂。

华 西 都 市
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李智 魏唯 摄
影 吴枫

体彩

成都（16时）
AQI指数 36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雅安、巴中、遂宁、乐山、广
安、资阳、广元、内江、康定、西昌、南
充、绵阳、攀枝花、达州、眉山、宜宾、自
贡、德阳
良：泸州

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5—77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地区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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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空气质量预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214
期开奖结果：817 直选：4508（231）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
每 注 奖 金 346 元 ；组 选 6：11698
（978）注，每注奖金173元。（1196.1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14
期开奖结果：81790 一等奖：45注，每
注奖金10万元。（2.48亿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足 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8092期：130011113331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8102期：2211103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

第18097期：11110111133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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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间阴
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 3级

24 33

C23 32
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雨，
局部地方大到暴雨，雷雨
时伴短时阵性大风
阵风3- 4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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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陕高速米仓山隧道昨日贯通

年内通车巴中1小时飙到汉中

父母残疾
做多份兼职减轻家庭负担

记者联系上彭耘时，她刚结束了
近一个月的志愿者工作。这份工作难
度不大，只需要当“小老师”带队到大
城市的学校、博物馆参观即可，接到这
份工作后，彭耘就很兴奋：“兼职挣的
钱不多，但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也
是我第一次走出农村到大城市，长了
不少见识。”

彭耘是个懂事的孩子，为了减轻
家庭负担，每年寒暑假她都要到外面
打工。做服务员、洗盘子……各种兼
职她都做过。“家里条件不好，弟弟妹

妹读书都需要钱，我想尽我所能帮家
里减轻负担。”

彭耘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为了负
担家里四个孩子上学，每年他们都会
外出打工。彭耘说，父母因为身体残
疾，大多数时候都只能到砖厂搬砖。

“他们的工作强度很大，从早搬到晚，
父亲又患有腰椎间盘突出，搬砖的工
作经常让他疼痛难忍。”更为糟糕的
是，因父母都有残疾，在外不好找工
作，经常面临失业。

彭耘的奶奶患有糖尿病，病情严
重，“前段时间，奶奶经常晕倒，需要住
院治疗。”这无疑让原本就困难的家庭
雪上加霜。

生活窘迫
没钱吃饭时曾喝井水充饥

父母的残疾、家庭的贫困，也让彭
耘一夜长大。平时，放学回家后，她都
会将割猪草、收苞谷、打谷子等农活揽
下。“我一般都是白天干农活，晚上夜
深人静的时候做作业，不会影响学
习。”彭耘笑着说。

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彭耘每天都
会有1块钱的午饭钱，但大多时候，她
都偷偷把钱省下来。“我每天早上从家
里吃了饭去学校，一直要等到下午5点
放学回家才能吃到午饭。”彭耘告诉记
者，为了省下午饭钱，中午挨饿成了习
惯，从小学到初中，她坚持了9年。“实
在是饿得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面对

记者的提问，彭耘说，“喝路边水井里
的水来充饥。”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没
有半句抱怨。

彭耘的努力和坚持让她有了收
获，今年高考她考了 540分，被四川
理工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录取。

“从小父母就告诉我，只有读书才能
够走出去。我想读书，想改变命运。”
彭耘说。

1、资助形式：一次性资助每名阳
光学子助学金5000元人民币，帮助
实现大学梦想。

2、报名条件：品学兼优、家庭贫
困的今年高考本科录取新生（不含免
学费专业），原则上不与其他公益活
动重复资助同一名学子。

3、提供资料：
（1）申请书或申请表1份（贴1

张1寸近照）；
（2）身份证复印件1份；
（3）贫困证明1份（户口所在地

乡镇、街道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
（4）高考录取通知书复印件1份

（可在通知书到达后补交）。
通信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

二段70号华西都市报教卫事业部
邮编：610012
咨询电话：028-96111

028-86969135
（周一至周五10：00-18：00）

2018华西岷山助学活动细则

阳光学子彭耘。

一块钱的午饭也舍不得吃
她逆袭考上大学 成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系列
报道

2018华西岷山
阳光助学行动

这么多年，我们村终于
有一个大学生了。”近
日，彭耘收到了四川理
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她成了宜宾市珙县曹营镇新村的
第一位大学生，村民们见到她总
会祝贺几句。

然而，彭耘有个让人唏嘘的
家庭。父母都是残疾人、70岁的
奶奶因病常被送往医院、兄妹四
人都在读书……在这样特殊的家
庭里，她选择积极面对，做兼职、
干农活、照顾奶奶，将一切重担揽
下，没钱的时候甚至不吃午饭靠
喝井水充饥。家庭的窘迫，让这
个18岁的女孩尝到了生活的不
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周丽梅

打造中国的“侏罗纪公园”

自贡市委副书记、市长何树平宣
布开幕。自贡市委副书记李国贵致欢
迎辞，他说，自贡国际恐龙灯光节的举
办是自贡市建设独具特色的国际文化
旅游目的地的重大举措之一，自贡正
着力建设盐都之心国际井盐文化旅游
区，打造串联盐文化遗迹遗存的精品
旅游线路；着力建设国际恐龙文化旅
游区，依托世界地质公园品牌和恐龙
群窟资源，打造中国的“侏罗纪公园”，
彰显世界级恐龙文化品牌的城市魅

力；着力建设国际彩灯文化中心，打造
全域灯城、开展国际巡展、发展彩灯智
造，全面提升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影
响力和竞争力。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傅勇林在
致辞中表示，“自贡国际恐龙灯光节”
是自贡市打造和推出的又一全新的旅
游节庆活动，为自贡乃至川南经济区
进一步拓展旅游交往，深化旅游合作，
实现旅游资源互补、产品共享，联合打
造区域知名旅游品牌、精品线路，形成

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格局搭建了一
个很好的平台。

串联“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

除了灯光秀，开幕式现场还有热
闹非凡的烟火秀和人屏互动舞蹈，引
得观众连连惊叹，“真是太震撼了！”让
人惊喜的是，一个巨型蛋现身广场，蛋
壳慢慢裂开，在光线四射下，此次自贡
国际恐龙灯光节的吉祥物“龙嘟嘟”惊
艳亮相。“龙嘟嘟”的设计，来自成都的

一名独立设计师。设计元素来源于自
贡旅游名片之一“恐龙”，寓意“龙都—
自贡”，代表着自贡恐龙文化，使自贡
旅游标签更具亲和力与感染力。

据介绍，本届自贡国际恐龙灯光
节活动紧扣“盐、龙、灯、食”四大名片，
包含了“中国故事·国际自贡”“寻龙中
国·神秘自贡”“千年盐都·传承自贡”

“中国灯城·光影自贡”“吃在四川·味
在自贡”“欢乐夏季·游在自贡”六大篇
章，串联了“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
第二届自贡文化旅游投资推介会、穿
越侏罗纪·恐龙奇妙夜、川南文化旅游
商品博览会、房车自驾快闪活动、老盐
厂1957文化艺术周、自贡灯光秀、缤
纷街景秀、盐帮美食体验季等20个子
活动项目精彩纷呈，活动将持续到8
月19日。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期间，自贡电
视塔、南湖公园、东兴寺索桥等地将开
展“自贡灯光秀”活动，用五彩灯光盛
装装扮的自贡，更显“半城青山半城
楼”的娇姿，给观众带来完美的视觉盛
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邓丹 摄影报道

8月9日晚8点30分，自
贡恐龙博物馆外声光绚
烂、光影浮动，2018四川

国际文化旅游节分会场——华侨
城·自贡国际恐龙灯光节盛大开
幕。封面主题周走进自贡，现场
直播盛况，超百万网友打call“围
观”恐龙灯光节启幕。

超百万网友“围观”
自贡国际恐龙灯光节启幕

自贡国际恐龙灯光节开幕式现场。

四川第一、中国第二长的特长隧道米仓山隧道9日贯通。

探秘恐龙
玩味自贡

封面主题周·自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