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条路是一个丰
碑，架一座桥是连接情
感的纽带。”

“他确实尽职尽
责，出了任何事，他都
是冲在第一线的。”

——胡德伟

——陈云龙

江县，藏语称“捻曲卡”，翻
译成汉语就是“河口”的意
思。雅江县位于四川甘孜

州，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山峡谷
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几千年的环境
演变里，形成了复杂而独特的高原
景观。

一到夏天，汛期来临，雅砻江会
失去往日的温顺，变得奔腾而咆
哮。身为雅江县交通运输局副局
长、县公路段段长，胡德伟很忙碌，
要随时监控县城所有公路路况。一
旦出现塌方或公路被泥石流冲毁，
他就会组织带领人员，开着装载机
奔向现场，排险抢修，目的是为第一
时间恢复道路通行。

眼下，正值4月下旬，距离一年
一度的防洪汛期已经不远。去年夏
天，胡德伟在现场抢修塌方路段时，
曾被一块落石砸中头部，好在戴了
头盔，幸无大碍。痊愈后，胡德伟关
心的仍是“路有没有修好”，作为退
伍军人的他，骨子里透着一股牛劲。

雅砻江边修路人
为护送老人被落石砸伤

新人变“老交通”
2017年5月，胡德伟被调入交通

系统，开启新的职业生涯。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是他一

直保持的工作习惯，眼下又用到了交
通工作上。每次开展保通排险工作，
他会用手机拍下现场图片，回去后将
图片打印，并将存在的隐患和处理情
况详细记录到图片下方，依次粘贴在
工作笔记上。

这个习惯，让到交通部门工作才

一年多的他，就对县域内各县乡道的
情况了然于胸，胡德伟也从一个新人
变成了“老交通”。

护送老人被砸伤
“雅江道路路面窄、弯道多，很多

都是悬崖峭壁，遇到雨季，泥石流经
常把道路阻断。”2018年夏季，连续
强降雨导致雅砻江涨水，生活在此流
域的雅江人民面临危险。

2018 年 7月 5日，雅洼路K0+
945处，因降雨过多发生山体滑坡，
塌方量超过2900立方米，造成江南
片区6个乡交通阻断，接灾情后，胡
德伟第一时间带领工作人员赶到现
场，和他一起的还有副县长陈云龙。

“雅洼路被彻底阻断，县里的人
回不去乡下，乡下的人又无法进城。”
陈云龙说，一开始，专家建议采取山
体爆破，后来考虑到山体条件不满

足、隐患太大，最终作罢。鉴于山体
垮塌落石不断，路线保通工作无法进
行，胡德伟和同事在此路段24小时
值守，禁止人员同行。

到了7月7日，塌方区域两头聚
集人群越来越多。恰逢县上中学放
假，一名带着孩子返乡的老人，不听
工作人员劝阻强行通过，正在观察落
石的胡德伟冲向前，帮助老人提上背
包，带领他们离开危险地带，不料被
上方落石砸中，随后重重地摔倒在乱
石堆里。

胡德伟被送往医院，经诊断为脑
震荡，同时伴有左手手骨挫伤、左背
擦伤，随后又转至州医院。即便是养
病期间，当县上的同时来看他，他惦
记的仍是雅洼路的险情。

“修路修桥是好事”
虽然2018年遭受了小意外，但

雅江县的公路养护管理没有中断，成
绩背后是精确到米的数据。“截至
2018年底，县、乡（镇）、农村公路养
护里程共计1444.9公里，完成清理
雅道、雅洼、牛西等路段的滑坡、垮方
共70余处，共10万余方，疏通涵洞
15道，清理边沟9.5公里……”

“过去，雅江县干部下乡要骑马
走两三天，现在路修宽了，开车一天
就到了。”几十年来，正是靠着雅江交
通运输局公路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川藏路历经改造，让雅江不再是人们
眼中的路途艰险之地。

胡德伟承认，工作有时候很累，
但他也说：“修路修桥是好事中的好
事，修条路是一个丰碑，架一座桥是
连接情感的纽带。”在他看来，修路能
致富，而架一座桥，能让沿河两岸的
人来往更加便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方迪

雅

一旦路遇塌方或泥石流，胡德伟就会带领人员，开着装载机奔向现场排险抢修。（受访者供图）

今年年初，美国科学家宣布火星南部冰
盖下可能隐藏着一个湖泊。最近，南加州大
学一项新的研究又指出，一个活跃的地下水
系统可能潜伏在火星赤道地区的深处。

其实早在去年欧洲空间局宣布火星确
定存在成规模的液态水的三年前，一位成都
艺术家就创作出了火星湖泊的油画，他就是
有着“太空画家”美誉的金力，而这次南加州
大学的新发现，又再次印证了他的猜想。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探访
了金力位于成都送仙桥的油画工作室，在那
里，这位艺术家给记者展示了一系列令人脑
洞大开的超现实绘画。

跨界从收藏到创作
金力，原名金建福。身为湖北人的

他于1985年到成都从事古董文物与油
画经营收藏，有机会对大量中外美术及
画作进行研究，积淀了深厚的美学感知

和美术鉴赏知识。2015年6月，金力著
述出版了《中国早期油画鉴赏》，在此之
后，他完成了众多以太空为主题的绘
画。“最开始我是做美术理论研究的，但
慢慢地觉得不过瘾，于是干脆亲自进行
艺术创作。”金力笑言，这个转型，是一个
从“票友”到“演员”的过程。

成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科幻之
都”，这里的科幻土壤也滋养了金力的太
空绘画创作。他告诉记者，“在成都，我曾
和不少科学界人士有过交流，他们的观点

给予了我创作灵感。”2018年10月，金力
有两幅作品入选在成都举行的“天府百年
美术文献展”，并录入《天府百年美术文献
集》。

“天府百年美术文献展”总策划、书画
家、著名美术评论家田旭中评价说：“金
力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构思和鲜明的思想
性，形成了与传统绘画迥然不同的绘画
技术和风格，这种瞬间的由视觉感受向
内心世界强烈冲击的审美体验，使其作
品在众多新派画家群体中独领风骚。”

预言火星上的湖泊
2015年，金力在经过反复思考和推

敲之后完成了油画《火星真有水》，这幅
作品曾引发不少质疑和争议，有人认为
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异想天开，没想到
2018年7月25日，欧洲空间局MARIS
团队宣布：首次确定火星上存在成规模
的液态水，这证实了金力画作的预言。
央视曾经采访过金力，主持人将他称为

“艺术界的天体物理学家”。
2017年10月16日，多国科学家同

步宣布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
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提供的引
力波模拟效果图，也与金力2017年4月
创作的一幅太空作品《引力波》构图高度
相似。

金力关于太空和宇宙的绘画逐渐开
始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2018年7月，
第25届国际艺术展在韩国国家展览馆
举行，金力成为此次展览唯一的金奖获
得者，他的获奖作品《我们来了》受到了
国外观众一致好评。组委会对其画作的
评价是：“以独特的视角和构思，呈现给
大众深邃奥妙的太空世界，以宏观的视
野与哲学性的创作理念，表达出人类共
同的愿景，终极的归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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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千米、整车
质量不得超过55千克、须有脚踏
骑行能力……电动自行车新强制

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4
月15日实施。

我省如何加强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
使用环节监管？超标“电马儿”何去何从？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经济和信息化厅、公

安厅日前发布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
准实施监督的意见，从7个方面进一步规范
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解决电
动自行车治理难题。意见明确，2019年4
月15日之前购买，未及时登记注册的不符
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应当在2019年
10月15日前办理注册登记，10月15日
（含）以后，严禁为未获CCC认证、不符合
新标准要求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

加强监管
严查无证生产等行为
意见明确，要加强电动自行车生产

环节监管。新标准实施后，市州市场监
管部门要加强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
认证（CCC认证）管理，严查生产企业无
证生产、超出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生
产、不按新标准生产、不按CCC证书生
产、假借出口名义生产违标车辆、非法

改装电动自行车等行为，违者由认证机
构依法对认证证书作出处理直至撤销
认证证书，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停
止生产并予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加强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监管是
重点之一。意见要求，要严厉查处违法
销售不符合新标准、未获得CCC认证的
电动自行车，以及非法改装、拼装、篡改
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要实行电动自行
车销售目录或公告管理的地区，新标准
正式实施后所有不符合新标准、未获
CCC认证的目录车型全部作废，不得限
制符合新标准且经过CCC认证的外地
车辆在本地销售。加强对辖区内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监管，加强对电动自
行车经销商销售充电器、锂离子电池行
为的监管，严格依法查处非法拆解、改

装和维修充电器、锂离子电池的行为。

综合施策
引导非标车辆逐步退出
新标准实施后，“电马儿”如何注册

登记？意见明确，各市州公安部门要严
格按照新标准要求对电动自行车进行
登记上牌，并对注册登记电动自行车的
时间予以明确。各地要配备相应的查
验工具，满足查验工作的需要，严格规
范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

公安部门将强化电动自行车通行
秩序管理，严查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等
违法行为。鼓励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佩
戴头盔。对违法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在用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如何处理？意见明确，要综合施策，引

导在用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逐步退
出。鼓励群众主动置换和报废，会同电
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通过以旧换
新、折价回购、发放报废补贴等方式，加
快淘汰在用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要
推动示范引领，引导快递、外卖行业和
政府、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率先使用合
标电动自行车。

意见还对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保护
消费者权益、强化社会宣传引导提出明
确要求。要求各市州市场监管、经济和
信息化、公安部门建立联合工作机制，
对各市州新标准实施工作开展不定期
督导检查，对落实不力的地区，要通过
约谈通报、挂牌督办等方式督促限期整
改；对拒不整改或失职、渎职的，要严格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川日报记者 刘佳

◎2019年4月15日之前购买，未及时
登记注册的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应
当在2019年10月15日前办理注册登记

◎严厉查处违法销售不符合新标准、未
获得CC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以及非法改装、
拼装、篡改电动自行车的行为

◎鼓励群众主动置换和报废，会同电动
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通过以旧换新等方
式，加快淘汰在用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

我省三部门联合出台7大举措加强电动自行车国标实施监督

非标“电马儿”的缰绳再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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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检修计划

在火星被确认有水的三年前

成都“太空画家”就绘出了“火星湖泊”

金力2015年完成的油画《火星真有水》，曾被认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异想天开。

“太空画家”

金力
“以独特的视

角和构思，呈现给
大众深邃奥妙的
太空世界。”

新城片区

2019-4-25 9：00-18：00
建发浅水湾、华阳雨污水备供
2019-4-26 8：00-19：00
成都天府新区兴隆镇跑马埂村

双流片区

2019-4-24 8：00-18：00
永安镇东岳村、华严村
2019-4-26 7：30-20：30
迎港花园、星空花园（涉及用

户：专变1户、公变12台、低压末
级用户3876户）、舒云居、迎春花
园三期（涉及用户：专变1户、公变
8台、低压末级用户2047户）

2019-4-26 8：00-14：00
黄龙溪镇古佛村部分、嘉禾村

部分
2019-5-5 13：00-18：00
泉水凼社区、双流水务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石牛社区（石牛村、观
庄村）、九江泉水加油站、地铁17
号线施工、欧荣岩土有限公司施工
专变、10kV九平线兴城公司草金
路改造施工01、02、03号专变（涉
及用户：专变11户、公变10台、低
压末级用户419户）

2019-5-10 13：00-18：00
泉水凼社区、双流水务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石牛社区（石牛村、观
庄村）、九江泉水加油站、地铁17
号线施工、欧荣岩土有限公司施工
专变；10kV九平线兴城公司草金
路改造施工01、02、03号专变（涉
及用户：专变11户、公变10台、低
压末级用户419户）

龙泉片区

2019-4-25 7：30-18：30
龙泉驿区顶佛村、平安村
2019-4-27 8：00-18：00
成都顺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询
“95598网站”、拨打“95598热线”，
或下载“掌上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
关，避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
器受损或电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
期间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4月 20日深夜，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成功发射第44颗北斗导航
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系统的首颗倾
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据了解，卫
星进入工作轨道并进行一系列在
轨测试后，将与此前发射的18颗
中圆地球轨道卫星和1颗地球同
步轨道卫星进行组网。

“这种包含3种不同类型轨道
卫星的混合星座设计是北斗系统
独有、国际首创，将有效增加亚太
地区卫星可见数，为亚太地区提供
更优质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工程总设计师杨长风说。

20日22时41分，长征火箭喷
着橘红色的火焰腾空而起，飞向浩
瀚星空。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302次飞行，也是长征三号甲
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0次飞行。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
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根据计划，2020年，我国将
全面完成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
提供特色服务。2035年，我国还
将建成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更加泛
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定
位导航授时（PNT）体系。

据新华社

北斗三号系统首颗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在西昌成功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