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里歌声
广东江西山歌队

唱响洛带
悠扬的客家山歌从博客楼中

传来，是哪里来的姑娘们在歌唱？
10月3日上午，在独具客家风

情的建筑博客楼内，上演了一出正
宗的客家表演。身穿黑色背心，客
家山歌队的黄敏从距离成都两千
多公里的深圳赶来洛带，他带领的
山歌队共准备了10多个节目，每
个节目都注重体现原汁原味的客
家文化。

“其实对传统客家文化来说，
老年人喜爱的更多。”黄敏作为客
语流行歌手，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将
客家文化向年轻化发展。“这次来
洛带表演，我也创作了一些轻快明
亮的歌曲，希望得到四川年轻人的
喜爱。”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此次客家
演出，共有3支团队合力完成，除
深圳客家山歌队以外，还有江西龙
南客家山歌协会、江西瑞金客家山
歌协会也参与其中。此次客家文
化表演也持续到了10月6日，4-5
日每天均有两场演出呈现给来到
洛带的游客。

双城文创
在洛带古镇
体验宝岛风情

除了嘹亮的歌声，国庆期间的
洛带古镇，还有一系列体现匠心的
工艺展示。

国庆客家花布、原创复古手
作、手工牛皮……台北—成都双城

季上，各式来自台北和成都本土的
原创美物让人眼花缭乱。在来自
台北的廖小姐的展厅里，小而美的
耳环、戒指和项链等饰物引得不少
年轻游客前来观赏和购买。“饰品都
是原创手作，绝对不会跟其他的重
复。”如何为自己的手作饰品融入
原创的理念？廖小姐的独家秘诀
是前往欧洲古董市集采集老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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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4时）
AQI指数 33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内江、泸州、资阳、西昌、
巴中、遂宁、广元、雅安、眉山、乐山、攀枝花、
德阳、广安、南充、绵阳
良：宜宾、达州、自贡

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1-60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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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0月7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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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在微信朋友圈辱骂交警
峨眉山市一女子
被行政拘留5天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昕锋 丁伟）日
前，峨眉山市一女子因不满交警对其开具
的违章停放告知单，在微信朋友圈内发布
了针对交警的侮辱性言论，后被民警查
获，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今年9月28日，峨眉山市交警大队民
警巡逻到峨眉山市绥山东路某小区楼下
时，发现一些车辆违章停放在路边，由于
该路段禁止停放车辆，并且路面狭窄，只
能作为消防通道使用。于是，民警对停放
在那里的所有违章车辆开具了《乐山市道
路停车记录告知单》。其中一辆车牌号为
川LUR3**的车主在收到告知单后，极其
不满，为发泄自己的情绪，于次日8时许，
在她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了针对交警执法
人员的侮辱性言论。

辱骂交警的信息发在朋友圈，在社会
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10 月 4 日，川
LUR3**车主杨某芳被派出所民警抓获，
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目前杨某芳已
被处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杨某芳也对
自己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懊悔。

民警表示，发微信朋友圈、刷朋友圈，这
已成为人们记录日常生活表达情感的一种
方式，但不管是朋友圈还是其他网络媒体，
都不是法外之地，一样要受法律的约束，任
何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负责。

今年“十一”黄金周，不少新人扎堆结婚，
火热的“结婚潮”也让成都的婚车租赁行业迎
来了市场高峰。记者采访发现，今年国庆长
假期间，成都不少租赁公司的婚车单量都出
现了数倍增长，而租车价格也普遍上浮，最高
达30%。

王祺，从事婚车租赁已有 5 年时间。
平日里，每天接到10单左右的婚车预订，
而今年国庆期间，他告诉记者，每天可接到
30单婚车租赁。另一从事婚车租赁生意的
范先生说，国庆假期车源都很紧张，一方面
是结婚的人多，另一方面很多车主都趁着
假期开车出去旅游，所以租赁公司车辆也
比较紧张。

记者在某互联网平台上查询到，范先生
所在租赁公司，依据车型不同，婚车租赁套餐
价从2188-6188元不等。据范先生介绍，婚
车租赁价格根据使用时长和里程数而定，“就
像出租车一样，也会有个起步价”。而国庆期
间的租赁价格比平时上浮5%-10%。如果
日子特别好的，比如今年10月3号、4号，婚
车租赁价格可能会上浮20-30%。

范先生所在的公司，包含了劳斯莱斯幻
影、玛莎拉蒂、保时捷、宝马、奔驰等各种高
档车型。但他介绍，最受欢迎的几款婚车分
别是奥迪A6、奔驰E级和S级。“也有一小
部分人选择甲壳虫、mini copper，但大部分
人还是更倾向于‘传统’豪车作为婚车。”范
先生说。

每年十一黄金周，都是婚车需求旺盛的
时段，业内人士建议，可以提前预订婚车。“预
定婚车的日期不同，价格也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春节、劳动节、国庆节期间结婚的人比较
多，这时候婚车安排比较紧，车辆供不应求，
订婚车的价格就会有所上浮。”王祺说。他建
议，最好提前3个月左右预订，既可以省钱也
可以避免临近婚礼找不到婚车的尴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申梦芸
记者熊英英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国庆
过后，我省2019年普通高考（含艺
术、体育类）网上报名工作将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进行。
高考报名分为网上报名，网上缴费
和现场确认三个阶段。省教育考试
院要求，所有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
（包括普通高考统考生，职教师资班
和高职班对口招生考试考生，藏文、
彝文一类模式高考考生，保送生，少
年班考生，特殊教育单考生、体育专
业单招考生、高水平运动队单考生
以及拟报考高职单招的考生等）均
在常住户口所在县（市、区）招生考
试办公室（以下简称招考办）指定的
报名点报名。

考生网上报名的时间安排在
2018年10月12日至17日，网上缴
费的时间安排在 10月 18日至 21
日，现场确认的时间安排在10月22
日至11月2日。

缴费
考生完成网上报名后，须在规

定时间内按报名网站公布的缴费流
程和提示缴纳报名考试费，未缴费
的考生报名无效。报名考试费标准
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
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发布全省教育
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2017〕467号）执
行，即每生130元（不含艺术、体育
类专业考试报考费）。

确认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持本人居

民身份证到县（市、区）招考办或县
（市、区）招考办指定地点对报名信
息进行现场确认，核准本人网上报
名信息、缴费信息，同时完成考生居
民身份证信息、面颊特征及指纹特
征信息采集。

现场确认时，考生本人须认真
核对《报名登记表》上照片、姓名、民
族、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城乡户
籍属性、毕业学校、应往届等基本信
息，无误后签名确认，并对真实性负
责。一经确认，考生基础信息不再
更改。因填报信息不准确或输入、
确认失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
负责；未经签名确认，考生的报名无
效。

报考艺术、体育类专业的考生
在完成文化考试报名后，还需进行
专业考试网上报名和缴费，具体办
法另文公布。

体检
所有考生均应参加身体健康状

况检查（以下简称体检），如实填写
本人的既往病史。

体检工作由县（市、区）招考办
和卫生部门组织实施。体检须在指
定医院或相应的医疗单位进行，主
检医师应由具有副主任医师（含）以
上职称、责任心强的医生担任。对

体检结论为“学校可以不予录取”的
考生，如考生本人提出异议，由县
（市、区）招考办组织复查一次；复查
后不能作出准确结论的，由考生提
出申请，经主检医师签署意见，县
（市、区）招考办出具情况介绍，呈报
市（州）招考办，由市（州）招考办确
定医院再复查一次；体检结论仍为

“学校可以不予录取”者，不再复
查。复查工作在4月30日前结束。

各地体检工作应安排在2019
年3月1日至4月30日之间进行。

又讯 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和安
排，四川省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将于2018年10
月 10日 9时正式开始，10月 31日
22时截止。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 yz.
chsi.com.cn）进行网上报名。报名
前请务必提前浏览教育部和四川省
及报考点的网报公告；完成网上报
名和缴费的考生，需携带本人有效
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普通高
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
高校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
生证，网教生持“学历电子注册备案
表”）和网上报名编号，于11月10日
前到网上报名选定的报考点进行报
名信息确认（具体时间以报考点网
报公告为准），并按报考点规定配合
照相、采集指纹和签订诚信考试承
诺书。

听客家山歌品宝岛风情

洛带客家文化节
惊艳国庆黄庆黄金周金周

成都国庆婚车租赁火爆
价格最高上浮30%10月12日至17日

2019年高考网上报名

7 星 彩 第 18117 期 全 国 销 售
11675662元。开奖号码：2629848，一
等奖0注；二等奖4注，单注奖金73464
元；三等奖160注，单注奖金1800元。
41417666.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8273 期 全 国 销 售
13168616元。开奖号码：624。直选全
国中奖3819（四川255）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7674（四川1137）注，单
注奖金173元。12496607.03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8273 期 全 国 销 售
9706922元。开奖号码：62415。一等
奖65注，单注奖金10万元。227870050.4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8129期全国销售
29351172 元 。 开 奖 号 码 ：
10030330310300，一等奖全国中奖43
（四川1）注，二等奖全国中奖1255（四
川41）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29期全国
销 售 22026010 元 。 开 奖 号 码 ：
10030330310300，全国中奖5333（四川
261）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34
期全国销售41926元。开奖号码：
311010330003，全国中奖0（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8139期全国销
售1646908元。开奖号码：01100332，
全国中奖2（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2
月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今日
限行 1 6
明日限行 2 7

9月30日，首届洛带客家文化节在客家山歌队演绎的经典曲目《过山溜》中拉开帷幕。
主题为“我心归处·洛带为安”的首届洛带客家文化节由成都市文联、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宣传部、龙
泉驿区文体广新和旅游局、华侨城西部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主办，龙泉驿区洛带镇政府、成都洛带华

侨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办。在9月29日至10月7日举行的首届洛带客家文化节上，除了逛四大会馆
吃遍客家美食外，游客们还坐在客家围楼里，感受客家山歌嘹亮、擂茶清香，品味原创艺术魅力。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集市上找到自己喜欢的配件，改成有特色
的耳环，每一副都是独一无二的。”据廖小姐
介绍，展出的不少饰品不仅可以做单品搭配
衣物，更可以做收藏。

每个“客家人”都有一段花布故事，集市
上的客家花布因为清新的碎花而成了游客
们的心头好。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台湾客家
花布也称“阿嬷的红花仔布”、“远东花仔布”
等，因其传奇性而引人入胜。

在台北—成都双城季上，除了台湾摊
位，还展出了不少川渝本土的原创手作。手
提包、皮带和家居物件等皮质作品，酷萌的
潮物玩件也俘获了不少游客的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罗田
怡 秦怡摄影报道

游客体验鸡公车。

文创集市。

首届客家文化节活动贯穿整个国庆黄金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