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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5月17日至18日晚，四川锦城艺术
宫将演出话剧《无人生还》；

5月17日至18日晚，成都东郊记忆·
荷苗小剧场将演出面条剧社荒诞喜剧《再
等等》；

5月18日晚，成都ICON·云端天府
音乐厅将举办《“美之土地”四川交响乐团
独奏家室内乐音乐会》；

5月24日，宜宾酒都剧场将演出芭蕾
舞剧《追寻香格里拉》；

5月24日至26日，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将演出2019年川味爆笑喜剧《让子弹
乱飞》；

5月25日晚，绵州大剧院将演出“天
空之城”久石让&宫崎骏经典动漫作品绵
阳演奏会；

5月31日至6月1日晚，俄罗斯皇家
芭蕾舞团将在四川锦城艺术宫演出《天鹅
湖》。

16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6时）
AQI指数 55 空气质量 良
优：宜宾、康定、泸州、马尔康、西昌、攀枝
花、巴中、资阳、遂宁、乐山、达州、雅安
良：内江、广元、眉山、绵阳、广安、南充、
自贡、德阳

1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5—125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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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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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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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北风1-2级
多云间阴，早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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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中国体育彩票5月16日开奖结果

体彩

排 列 3 第 19129 期 全 国 销 售
17111276元。开奖号码：540。直选全国
中奖4398（四川396）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6全国中奖8522（四川1225）注，单注
奖金173元。18980766.63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29 期 全 国 销 售
10995506元。开奖号码：54052。一等奖
25注，单注奖金10万元。257901731.02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72期全
国 销 售 105938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1313101300，全国中奖1（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76期全国销售
880996元。开奖号码：13321331，全国中
奖209（四川15）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
15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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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耗时30分钟以上
现在6分钟跑完

16日早高峰时段，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再次前往该片区进行
实地探访。

电信路与公行道交叉口，原本是
该片区一大堵点。而当天记者乘坐
公交专线前往的路上，发现整条电信
路上，过往私家车少，整条道路十分
畅通，公交专线行驶完整个电信路只
用了6分钟时间。

对此，家住附近的市民王先生
说，之前的早高峰拥堵时段，公交车
行驶完该路段一般要耗时30分钟以
上。成都交警数据显示，此前公交车
最慢时速仅1公里，跟现在的畅通形
成鲜明对比。

记者从8点20分观察至9点，电
信路华西医院段未见到任何堵点。
但有部分司机还没习惯华西医院地
下停车场的出入口改变。“走到黉门
后街这里，看到原来停车场入口不能
进了，改成了出口。”前来就诊的李女
士告诉记者，她根据交警提醒，才绕
回到电信路的东门停车。

私家车进入的很少
市民点赞变化大

“点赞！今天道路太畅通了。”5
月16日早高峰，有市民专程赶来体
验并“监督”调整后的效果如何。当
天上午，新调整实施后，与此前相比，
进入电信路的私家车辆十分少，路况
良好，全线未发现堵点。

当天上午8点23分，家住附近
的市民张女士提早赶到电信路与公
行道交叉口。“这变化真的很大。”她
说，之前这边车多、人多，尤其是早高
峰，路特别堵，现在根本没有出现往
日的拥堵状态。“私家车少了很多，感
觉整条路都清净了。我要给这次调

整点赞，出行既方便又更安全了。”

医院停车场出入口调整
市民可进新停车场
成都交警提醒，目前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地下停车场出入口已调整，原
来位于黉门后街的停车场入口，调整
为出口；建议就医车辆从电信路与公
行道交叉路口南侧的地下停车场入
口驶入，之前桓侯巷的出口保持不
变。由于华西医院停车位常处于饱
和状态，建议市民进入公行道停车场
停车，然后坐摆渡车+步行方式前往
医院。

成都交警推荐
三条就医线路

成都交警为广大驾驶员推荐了
调整后前往华西医院就医的三条便
捷通道，各位司机可根据需求选择。

对于急症或危重病人的车辆，建
议从电信路上的就医车道往返华西
医院，在指定区域临时上下客，即停
即走。

对于非急诊或危重病人的车辆，
建议从人民南路或公行道入口，进入
新建的华西医院地下停车场，然后乘
坐摆渡车往返医院。摆渡车免费。

此外，市民可以坐公交前往，电
信路将设一条公交专用车道。公共
交通也是交管部门建议市民往返华
西医院的最佳方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摄影报道

5月16日，是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片区交通大调整正式“上线”
首日。在成都多部门联合开出

新停车场分流、设置就医车道、单行和
禁停等多项缓堵措施后，该片区交通
大为改善。

川大华西医院片区交通调整首日

罕见 早高峰电信路畅通无阻

解小升初家长燃眉之
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于 5月 18 日（周

六）上午10点开始，在鹏瑞利东
站广场室内一楼大厅，举行为期
一天的“2019年小升初名校咨
询会”。

届时，成都30余所名校校
长集结于此，家长和学生可零距
离向校长们咨询小升初热点难
点问题、及时获取最新招生政策
和信息，一站式为广大学生及家
长解决升学问题。

必逛理由1

集结最精华
小升初求学妙计

“你们咨询会来的都是校长
啊？”家住驷马桥的陈女士感到
有些不可思议——成都外国语
学校、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西
川中学等名校负责人，真的能亲
临现场吗？

陈女士告诉记者，随着教育
质量的发展，好学校越来越多，
她的孩子今年正面临小升初，如
何为孩子选择一所合适的学校，
时时困扰着她。“为此，我经常通
过网络、讲座、微信群各方打听，
但种种渠道都比不上与学校的
老师当面聊聊。”

得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主办的“2019年小升初名校
咨询会”就在离家不远的鹏瑞
利东站广场，陈女士表示很有
兴趣，“地铁直达，室内又凉快，
不用东奔西走，就能了解30多所
学校。我和老公会带着孩子一
起来参加！”

作为权威主流媒体，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的小升初咨询会
已举办十年有余，而今年参展学
校的数量也是历届之最，不仅有
成都老牌名校坐阵，也涌现出诸
如西川汇锦都学校、新川外国语
学校、新格林公学等新校。5月
18日，学校负责人将用一天的时
间，细心解答求学疑惑。

必逛理由2

一站搜罗
民办校面谈策略

从去年开始，成都市小升初
实行“公民同招”政策，面谈时间
则调整到7月。对于意向选择民
办学校的家庭来说，还剩下最后
关键的一个多月准备时间。家
长应该怎么做？

按照去年的面谈经验，面谈
是对学生小学6年学习后形成的
学习习惯、行为习惯、综合素质
的考察，所以学生和家长只需要
心态平和，自信地展示自己即
可，临时抱佛脚的作用不大。

按照成都市教育局发布的
小升初政策，5月18日为允许民
办学校公布招生政策第二天。
在此次咨询会上，各民办校负责
人将针对各校面谈的个性化要
求做介绍，也将对学校今年的小
升初政策做解读。

必逛理由3

封面新闻APP
直播校长讲座

今年小升初咨询会，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还推出“校长来

了—2019年小升初名校校长面
对面”直播。学生和家长可通过
封面新闻APP在线观看成都10
多所学校的校长讲座，校长们将
就学校整体情况、办学理念、办
学特色、招生政策做系统全面的
介绍，直播结束后，家长还能反
复收看。

参与直播的学校有这些：
成都外国语学校、成都外国

语学校高新校区、成都实验外国
语学校、西川中学、双流中学实
验学校、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
成都石室外语学校、新川外国语
学校、成都石室佳兴外国语学校、
北师大成都实验中学、武侯外国
语学校、丹秋·名师堂学校等。

还在等什么呢，本周六和封
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相约鹏瑞利
东站广场，一站式对话成都知名
中学吧！

成都首场小升初咨询会周六举行

30所名校校长
为你提供求学锦囊

成都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武侯区西川实验学校
西川中学
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成都石室佳兴外国语学校
成都东辰外国语学校
成都绵实外国语学校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成都西川汇锦都学校
成都武侯外国语学校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成都新津为明学校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新格林公学
成都石室外语学校
成都市三原外国语学校
成都师大附属第一实验中学（龙泉校区）
成都美视国际学校
光亚学校
新川外国语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北大成都附属实验学校
成都玉垒中学
成都博骏学校
成都盐道街外语学校

小升初是孩子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如何帮助孩子顺利进入理想的中学？如
何才能知道自家小孩适合读怎样的初中？小初衔接家长怎么做更靠谱？

这些问题，本周六就能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主办的“2019小升初名校咨询会”一站得到
解答！更令人心动的是，为广大家长解答的专家是成都各个知名学校的校长。

为 2019小升初
名校咨询会
参与学校
（排名不分先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晓蓓

咨询会时间：

5月18日（周六）10：00—17：00

地点：

鹏瑞利东站广场室内一楼大厅
（成都市成华区中环路锦绣大道段
5333号）

交通攻略：

地铁：

乘坐2号线或7号线至成都东
客站下，往西广场方向乘扶梯上一
楼，即可跟随指引路线到达。

自驾：

地图输入“鹏瑞利东站广场停
车场”，可从“锦绣大道停车场入口”
或“丹景山停车场入口”进入，负三
楼 D、E、F、G 区为咨询会专用停车
区。车辆停妥后即可跟随指引路线
到达。

交警在路口指挥交通。 市民为交通调整点赞。

16日，前往华西医院的道路畅通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