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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8日，乐山大佛启动
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抢救性
保护前期研究及勘测工作。

12月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注意到，乐山大佛本体脚手架已搭建
至头部部位。

据悉，乐山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
区域临时性排危加固方案设计已基
本完成。另据景区统计，2017 年 11
月，乐山大佛每天接待游客数量约
6800 人次；而今年，虽然大佛开展了
勘测工作，但游客数量并未减少，周
末每天更是达到约7000人次。

·查明“病因”
脚手架已搭建至佛头部位

记者来到乐山大佛景区看到，大
佛本体的脚手架已搭建至佛头部
位，大部分身体部位已被遮掩得严
严实实。

“12月10日前后，我们将逐步遮
蔽大佛头部，对头面部进行勘测；到
了 12月底就得开始拆除。我们要
保证明年元旦节之前，先露出佛头，
供游客观赏。”大佛“体检”项目负责
人、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文保中心
副主任孙博表示，为了在勘测过程
中让文物少受甚至不受干扰，很多
常规方法都不能用，“这对施工和技
术要求极高，可谓工期很紧，任务很
重，难度很大。”

据介绍，乐山大佛胸腹部开裂残
损区域临时性排危加固方案涉及大
佛本体约72平米表面，其中严重开裂
残损区域约20平米。

经50余天的勘测研究，大佛本
体病害原因也基本清晰，主要是前
期修缮材料出现耐久性问题，造成
胸腹部起鼓、开裂、剥落；而大佛面
部发黑主要由水锈结壳造成黑斑，
此前修缮发髻时掺入有炭灰和受到
微生物、植物多重侵害等多重原因
造成。

孙博介绍，随着勘测工作的进
展，他们已于近日起草了乐山大佛胸
腹部开裂残损区域临时性排危加固
方案，将于12月3日上报四川省文物
局，在方案获得批准之后，即对大佛
本体开展临时性排危加固工作。

据了解，2001年，乐山大佛景区
曾大规模修缮大佛本体头部、面部、
肩部和双手双脚，并对大佛体表进
行了全面维护，目前已过去了17年
之久。

·研究勘测
共4阶段，至明年7月底

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负责人彭
学艺表示，乐山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
区域抢救性保护前期研究及勘测工
作主要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18 年 9月 1日至
2018年10月31日，乐山大佛材质劣
化机理研究,主要包括乐山大佛基体
劣化机理研究和前期保护加固材料
劣化机理研究；

第二阶段: 2018年11月1日至
2019年1月31日，保护加固材料的
制备和表征,制备与乐山大佛基体相
适用的保护加固材料,并对其综合性
能进行分析表征；

第三阶段: 2019 年 2月 1日至
2019年6月3日，开展现场试验，研究
具有最佳性能的保护加固材料,并研
究最佳的现场工艺；

第四阶段: 2019 年 7月 1日至
2019年7月31日，总结研究成果，编
制《乐山胸腹部开裂及残损区域抢救
性保护材料与工艺前期研究报告》。

·见证保护
游客人数不减游兴不减

尽管大佛本体大部已被遮掩，但
记者注意到，来到景区游玩的游客兴
致一点都不减。

在佛头平台，游客们细细观看着
数十幅大佛老照片。在“大佛时空走
廊”，滚动播放着沙画和视频，游客们
驻足于此，了解大佛90年的修建历
程，感受千年大佛的保护不易。

而在“见证大佛保护”签字墙上，
尽管已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数以万计
的姓名，游客们依然“见缝插针”地签

上大名，为自己和大佛祈福。
眉山游客黎冰冰带着儿子郑重地

在签字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前
我来过乐山大佛两次，为大佛的宏伟
所折服；这是第一次带儿子来，有幸亲
眼见证了大佛正在‘抢救’，这是很多
游客无法目睹的场景；我觉得这比之
前的游览更有意义，也让儿子从小就
懂得欣赏文物与文物的保护。”

据景区统计，2017年11月，乐山
大佛每天接待游客数量约 6800 人
次；而今年，尽管大佛开展了勘测工
作，但游客数量并未减少，周末每天
更是达到约7000人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昕锋 丁伟 摄影报道

伴随第一家严选直卖店2018年9月
16日落地沈阳，瓜子二手车正式推出了严
选直卖业务，这是继2017年3月以来，瓜
子二手车在原有C2C模式基础上首创
二手车新零售“保卖”业务后，对“保卖”
业务进行全面优化的新零售升级战略。

瓜子严选直卖店，在一定程度上
延续了2017年保卖体验店打通线上
线下渠道的模式，可看作是此前保卖
模式的优化升级：依旧秉承包括人工
智能一口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等强
大的瓜子平台优势；线上入口与线下
物理空间融合，为买车用户营造安全
便捷的购车体验，为卖车用户提供专

业高效的卖车保障。
严选直卖店作为瓜子二手车发

力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的新零售落
地场景，在全车整备上下足功夫，让
消费者能够如同选购新车一样选购
二手车，贴合了其注重提供优质用户
体验这一服务精神。

智能定价系统瓜子价覆盖了涉
及车辆定价的因素，还将具有不确定
性的“人”的因素影响降到最低，因而
相比人工定价，能够更加精准地反映
二手车本身的价值与市场，具有“市
场指导价”的意义。瓜子价结合瓜子
二手车“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服务

理念，真正做到服务至先，让利用户。
对买家而言，线上可在瓜子平台

智能推荐下挑选心仪优质车源；线下
可通过瓜子严选直卖店，一次纵观百
余辆热卖爆款车源。在选定心仪的
瓜子严选车并签署购车合同后，可一
站式获得瓜子提供的全程代办过户
服务、金融保险、售后保障及全车养
护等一站式全生态链服务。

瓜子二手车副总裁王晓宇表示，
未来瓜子将继续以为消费者打造优
质体验为核心目标，以创新驱动自身
平台服务与体验的持续升级，引领并
带动整个二手车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瓜子二手车打造严选直卖店 多重保障助力服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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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5时）
AQI指数 98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西昌、康定、巴中、攀枝花
良：遂宁、内江、达州、广元、乐山、雅
安、德阳、广安、眉山、南充、绵阳
轻度污染：资阳、宜宾、泸州、自贡

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5—85 空气质量等级 良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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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2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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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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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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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0-7℃
6-20℃
8-22℃
5-13℃
8-14℃
10-15℃
8-15℃
9-14℃
10-15℃
10-15℃
9-15℃
10-16℃
11-16℃
11-15℃
11-16℃
10-15℃
10-17℃
8-13℃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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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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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转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5-9℃
0-8℃
7-19℃
8-21℃
5-11℃
8-13℃
9-14℃
8-13℃
7-13℃
9-14℃
9-15℃
9-14℃
10-15℃
10-14℃
10-16℃
10-15℃
10-13℃
10-15℃
8-12℃
9-12℃

用艺术开启一周的好心情，走进剧
场来看好戏连番。

12月5日晚，2018年四川省大学生
戏剧展演季大剧目《解放成都》将在蓬安
相如饭店会场演出；

12月6日下午，2018年四川省大学
生戏剧展演季大剧目《白云深处》将在蓬
安相如饭店会场演出；

12月9日晚，内蒙古青年合唱团将在
锦城艺术宫演出《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2月13日至15日晚，四川省歌舞
剧院将在锦城艺术宫演出舞剧《大凉山
的回响》；

12月17日至18日晚，北京舞蹈学
院将在锦城艺术宫演出原创民族舞剧
《尘埃落定》；

12月 21日晚，锦城艺术宫将举办
《小野丽莎2018巡回演唱会》。

触摸艺术脉搏
快来“好戏连台”

华西都市报讯（都法宣 记
者 于婷）11月21日，都江堰法院
对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举行
了执行听证。被执行人陈某当庭
通过转账方式，履行了赔偿款及
迟延履行利息共计8.2万元，案
件当天执行完毕。

这笔赔偿款还要从10余年
前的一次“意外”说起。

2006年4月30日，何某的奶
奶在路边遛狗时，小狗突然冲向
陈某的母亲。经出警民警从中协
调后，事情最终以何某的奶奶将
伤者带至防疫站注射狂犬疫苗并
交纳相关治疗费用，同时赔偿40
元得以解决。

但是，令何家人没想到的
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
晚，陈某和母亲再次找上门来，
希望索要数千元的赔偿费用，被
拒绝后，陈某还带了三个小伙子
来再次索要。何家人表示最多
再给100元路费，陈某不但没有
接受，还和同去的袁某一起持刀
向何某胸部、左手等处刺去，并
导致何某受轻伤，经鉴定为九级
伤残。

事发后，陈某和袁某仅支付
了何某治疗期间的医疗费6000
元。而他们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2007年11月15日，都江堰法院
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陈某、袁
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
刑事诉讼中，陈某和袁某又共计
赔偿给何某经济损失8000元。

“这个案件中的当事人情况
比较特殊，被刺伤的何某当时是

在校大学生，读的是民航空乘相
关专业，这个伤害导致他丧失了
成为空乘的资格。”因此，何某向
法院起诉，要求陈某和袁某赔偿
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8.9万余
元。

经审理，都江堰法院判决陈
某、袁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
偿何某医疗费共计4.79万元，如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还需加倍支付相应债务
利息。判决生效后，何某向法院
申请了强制执行。

然而，执行过程也并不顺
利。都江堰法院对陈某、袁某的
银行存款和国土、房管、车管进行
调查时发现，并没有可供执行的
财产。不仅如此，这两人还如同
人间蒸发一般，不见了踪迹。都
江堰法院依法将他们纳入了失信
名单，并限制其高消费。

直到2018年 10月，都江堰
法院在对两人查控的过程中发
现，陈某的银行卡内出现存款，便
立即对该案恢复执行，冻结了陈
某的银行账户，并通知其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11月 21日，都江堰法院对
这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举行
执行听证，陈某认识到自己久不
履行生效判决行为所承受的失
信惩戒及可能面临的司法拘留
等不利后果，迫于法院强制执行
的压力，当庭表示愿意履行赔偿
义务，案件当天执行完毕，都江
堰法院依法解除了对陈某的失
信限制。

12月1日，甘孜州巴塘县甲英村村民央
金阿婆盛装打扮了一番。这一天，她将走出
从未走出过的大山，告别破败的老屋，搬进
离县城很近的红瓦白墙的“大别墅”。

新房子，位于夏邛镇的易地搬迁项目
“桃蹊甲英”。这里遍地种植着桃花，通过流
转原来村里的土地，将发展特色种养殖业，
还将开展技能培训，促进转移就业创业等方
式，拓宽群众增收渠。

这一天，和央金阿婆一样搬入新家的，
一共有392人，涉及巴塘县甲英乡波戈西
村、甲英村、普达村87户家庭。

喜迁新居
藏家人跳起了弦子和锅庄
彩旗随风舞，弦歌悠扬唱。
12月1日的高原，蓝天白云朵朵飘，“桃

蹊甲英”易地扶贫搬迁点处处洋溢着幸福的
气息，广场上孩子挥舞的彩袖映照着人们的
笑脸，大家用弦子、锅庄、歌舞来表达着内心
的喜悦，更表达着对党的热爱和感恩。

厨房里大厨们忙碌地准备着美食，牛
肉、血肠、团结包子，房前屋后站满了群众迎
接着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日子。巴塘
县里的亲人们来了，援藏巴塘的双流和广东
的亲人们都来了，他们要用自己最丰盛的食
物来招待他们，感谢他们。

“阿爸，以后这里都会种满桃树吗？”小
多吉问道，“对啊，阿爸会努力挣钱供多吉上
学校，以后多吉要好好读书，长大有本事，好
不好？”“嗯”小多吉攥起小拳头，点点头。

甲英乡乡长扎西次仁说，“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工程，就是为了给居住在生产生活条
件恶劣地方的困难群众提供一个脱贫致富
的平台。今后，乡党委政府会继续团结带领
广大群众，在双流援藏干部的支持帮助下，
通过流转原来村里的土地，发展特色种养殖
业，开展技能培训，促进转移就业创业等方
式，积极开展完善后续帮扶措施，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
发展、能致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主动脱贫
致富，创建美好幸福的生活。”

易地搬迁
迈出脱贫奔康最坚实一步
巴塘县甲英乡地势偏僻，距离县城120

余公里，平均海拔4600米，“一方水土养不
起一方人”就是这里的长久的现实。

2015年，当双流援藏工作组一行到波
戈西村时，问起群众的需求和希望，大家异
口同声地说：“要修路，最好是搬出去。”

2016年，经过多方努力协调，双流援建
投资，群众投劳，终于贯通了县城到波戈西
村的道路，结束了村里不通车的历史，村里
的老人终于第一次在村里见到了汽车。

2017年，巴塘县委、县政府借助精准扶
贫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成都市双流区援建
平台，正式启动了甲英整体易地搬迁项目，
将波戈西村、甲英村、普达村87户、392人全
部整体搬迁到县城边。

搬迁项目于2018年5月初动工兴建，
11月底全面完成房建、总平等工作，并于12
月1日组织所有村民民全面入住。

这标志着巴塘最偏远最贫困的村民们
真正走出深山、挪出穷窝、喜迁新居，在脱贫
奔康的道路上迈出最坚实的一步。

村民们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杨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罗田怡

日均7000游客
争睹乐山大佛“垂帘”求医
大佛查明“病因”，已基本完成临时性排危加固方案

巴塘县易地扶贫搬迁
392人搬出大山住进“大别墅”

被执行人失踪十余年现身

当庭转账
还清8.2万元赔偿款

7 星 彩 第 18141 期 全 国 销 售
12352650元。开奖号码：5395344，一等
奖0注；二等奖11注，单注奖金34019元；
三等奖81注，单注奖金1800元。5248万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排列3第18329期
全国销售14647382元。开奖号码：601。
直选全国中奖2401（四川78）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国
中奖4988（四川259）注，单注奖金173
元。79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排列5
第18329期全国销售10173048元。开奖
号码：60197。一等奖23注，单注奖金10万
元。2357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8160期全国销售
36503206 元 。 开 奖 号 码 ：
30330133001033，全国中奖一等奖104（四
川4）注，单注奖金169780元；二等奖2223
（四川75）注，单注奖金3152元。胜平负任
选9场第18160期全国销售25992194元。
开奖号码：30330133001033，全国中奖
16953（四川851）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
负第18165期全国销售330226元。开奖
号码：331033130011，全国中奖9（四川0）
注。足球4场进球第18170期全国销售
955576元。开奖号码：20310322，全国中奖
5（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
3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脚手架已搭建至乐山大佛佛头。

大家用欢快的舞蹈表达喜悦的心情。

搬出大山搬进漂亮的新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