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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为更好地树立和传播绿色文明理念，
共同营造知水、节水、护水、亲水的良好氛
围，6月11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
办，金苹果学前教育集团、新华文轩美术
馆协办的“蓝光亲水小天使·2019年首届
亲水主题绘展演”启动仪式，在四川日报
报业集团6楼演播厅举行。

此次活动得到了共青团四川省委员
会、四川省妇女联合会、成都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的全程指导，四川省诗书
画院、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四川省巴蜀画
派促进会则作为本次学术支持单位。

保护水资源，
从娃娃抓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副总经理李红梅从水资
源现状谈起。我国是世界上13个缺水
严重的国家之一，淡水资源还不到世界
人均水量的 1/4；根据成都2017年成都
市水资源公报数据，2017年，成都市地
表水水质总体呈现轻度污染。“保护自然
环境，守护自然资源已迫在眉睫。”李红
梅说，养成保护水资源的理念应该从小
抓起，从娃娃抓起。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发起“亲水小天使·2019年首届亲水
主题绘”公益活动，便是希望小朋友们用
绘画的形式培养节水、爱水、惜水、护水
意识和科学用水习惯，让更多人成为节
约用水的传播者、实践者、示范者。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四川省美术
家协会主席梁时民在发言时谈到，希望
小朋友通过这次绘画活动，了解四川水
资源生态环保状况，用优美的绘画作品
描绘出四川水资源的秀丽景色，唤起人
们对水资源保护的思考。作为此次活动
唯一指定冠名品牌，蓝光美尚饮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程俊谈到，如果每个人
都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就会像涓涓细
流汇聚成海。他希望小朋友们通过这次

活动，大力宣传生态文化，用实际行动影
响和感召更多的人投入水资源保护的建
设中来，在全社会营造关注青山绿水，保
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共绘青山绿水，
20名小朋友现场作画

据介绍，此次“蓝光亲水小天使·
2019年首届亲水主题绘”将向全川3-12
岁小朋友发出邀请，以水资源保护为主
题，通过素描、国画、油画、水粉画、水彩
画、蜡笔画、版画等形式，共绘四川青山
绿水，用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节水环保图
画，进一步增强节水意识和水资源保护
意识，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节约用水、保
护水资源的行动中来。

活动现场，来自金苹果城南阳光幼
稚园的20名小朋友作为“亲水小天使代
表”现场作画，将活动推向了高潮。小朋

友们或蹲、或坐、或趴，挥洒画笔、“大显
身手”，在5.4米长的画卷上描绘出自己
眼中的绿色家园、美好生活。“小朋友们
通过泼墨泼彩的方法来绘画，加入了一
些人物、鱼虫、建筑、汽车等日常生活中
息息相关的事物，十分自然和美好。”梁
时民点评道。“在孩子们的画笔下，美丽
的风景、青山绿水跃然纸上，他们用自己
手中的画笔表达着对水的独特情感，对
美丽环境的憧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诗书画院专职画家、四川省巴
蜀画派促进会副会长陈志才说。

保护水资源，
争当“亲水小天使公益代言人”
据了解，从即日起至6月23日，只要

是3-12岁的小朋友，都可将自己创作的
与亲水主题相关的画作，拍照或扫描为
电子文档，通过封面新闻APP、封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等活动入口通道上传作品参
与。同时，主办方还准备了活动H5，通
过这款H5，不仅可以上传画作，还可以
参与好玩的节水小游戏。广大市民可通
过游戏来测试自己对水资源了解程度，
通过参与答题，将有机会获得知名网红
餐厅餐饮代金券、鹃城牌郫县豆瓣、黄老
五花生酥 、蓝光水票等礼品。

6月底，主办方将从提交的作品中初
选出200幅入围作品，评审将从200幅
实物作品中选出100幅作品进行装裱，
并在成都4个场地进行为期1个月的展
览。100名入围的小朋友将获得“亲水
小天使”称号，并将获得水果侠提供的项
目票奖励。在展览的1个月里，主办方
将为作品开通二维码，参观的市民可即
时对喜爱的作品进行点赞支持。

8月上旬，评审将综合作品点赞人气
及评审综合意见，最终选出十幅画作的
作者获得“亲水小天使公益代言人”的称
号，其作品还将印刷在蓝光矿泉水的瓶
身上，向广大市民传递作者的亲水环保
梦想，呼吁市民节约用水。同时，10名亲
水小天使公益代言人每人还将获得
5000元旅游基金。

现场，评审代表也向观众介绍了此
次活动的评选标准。“小朋友们提交的作
品一定要与水资源
保护主题相结合，用
画笔展现水和自然
的关系。”梁时民说：

“我会更看重画面呈
现的整体效果，生动
自然，表现出创作者
对大自然的热爱、对
生活的喜爱的作品
会更容易打动评审
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周丽梅

作品上传通道
及游戏入口，欢迎
扫码!

保护水资源 从娃娃抓起
蓝光亲水小天使·2019首届亲水主题绘画公益活动11日正式启动

双流片区
6月16日12：30-18：00 彭

镇福田区、柑梓社区、兴福社区
部分社区（专变45台、公变37台
低压用户2102户）

6月 16日 6：00-20：30 西
航港街道机场路社区、近都社
区、常乐社区、常乐小区、成都明
日置业有限公司、盐道街中学外
语学校、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
都希望电子研究所、家园国际酒
店、森兰变频专变、太禾房地产
专变、攀峰房地产专变、紫荆花
酒店专变、中外空运专变、哈新
房地产专变、惠通陆华1号专变、
皇朝置业专变、金科公司专变、
四川锦瑞汽配制造有限公司专
变、凉山房地产管理局专变、华
联商厦专变、西化院专变、双流
县近都商贸广场专变、电信局市
话专变、省监狱管理局成都中心
医院专变、台双医院专变、金属
材料加工厂专变、华圣夕阳生态
苑专变、省工行干部学校专变、
空港新天地专变、成都全新石化
有限公司专变、科维实业专变、
空港小院花语专变、温资房地产
开专变、四川欣瑞和置业有限公
司专变、合丰置业专变

龙泉片区
6月 15日 9：00-17：00 四

川广播电视台702台备、成都兴
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月 16日 8：00-18：30 同
安锦绣路幼儿园、同安供电所、
同安供电所新能源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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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24周
停电检修计划

（上接01版）
黄坤明强调，新闻工作者再

走长征路，要追寻初心，大力弘
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伟大长
征精神，深刻揭示红色政权是从
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
来的。要坚守恒心，树牢人民观
点，增强群众感情，深情讲述党
和人民鱼水情深、生死相依的感
人故事。要激发信心，大力唱响
主旋律、提振精气神，把干部群
众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精神风
貌展现出来，把改革创新、干事
创业的热情干劲调动起来，凝聚
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精神
力量。

来自全国 30 多家媒体的
500余名新闻记者参加启动仪
式。

“记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案情回顾
嫌公交车慢

男子拉拽司机致两车相撞

3月24日一早，一辆德阳3路公交
车从旌阳区柏隆镇发车，开往德阳市
区。61岁的王某某在德阳市区某商场上
班，像往常一样，他乘坐3路公交车进
城。

“我们在摆条（方言，意为聊天），他
说今天要晚，我说晚几分钟没关系。”阮
先生当时也在3路公交车上，他回忆，当
他上车时，王某某还曾让他和另外一名
乘客一起挤着坐，他没同意，便站在王某
某身边。

认为司机行车速度慢的并不止王某
某一人，在行车途中，多名乘客表达了不
满。当车辆行驶至德阳市青衣江路上跨
立交桥附近时，车载监控视频显示，当时
的时间为7时9分，行车速度为20公里/
每小时左右。

“你慢嘛就不要开。”从车载监控视
频中可以听到一名乘客的抱怨。公交司
机驾驶员廖某笑着说：“哎哟，怪不到
我。”随后，车厢中便传来了一名乘客的
谩骂。

“听见别人也在说，他一下就火了。”
阮先生回忆说。紧接着，言语上的不满
升级为肢体接触。“你不开你就下来。”王
某某坐在驾驶员身后的座位上，他伸手
拉拽了驾驶员的右肩。“啥子啊，你说啥
子啊？”驾驶员廖某一边驾车一边说。

阮先生说，紧接着，王某某便从他的

腋下钻了过去，“我拉也拉不住。”王某某
来到驾驶室右侧的护栏外，接连指着驾
驶员说：“车停到，把车停到。”此时，驾驶
员廖某朝王某某看了两眼，继续驾车前
行。此时，车载监控视频显示的行车速
度为16公里每小时。

随后，王某从驾驶室护栏下钻过，
从侧面连续两次伸手拉拽驾驶员右肩，
没有将驾驶员拉倒。王某某继而又对
驾驶员进行拉拽，驾驶员被拉倒，侧卧
在车内引擎盖上。当驾驶员爬起试图
控制方向盘时，公交车与前方一辆货车
发生碰撞。

提起公诉
公诉被告人

检方建议量刑4至6年

6月6日，旌阳区检察院官方微博发
布信息：3月24日，被告人王某某搭乘3
路公交车由柏隆镇前往德阳市区。公交
驾驶员因天气有雾而行驶较慢。王某某
认为驾驶缓慢会影响其准时上班，遂在
公交车行驶过程中与驾驶员理论，并拉
拽驾驶员右肩，随后驾驶员与其发生激
烈争吵。受到他人劝阻后，王某某又穿
过公交车驾驶台护栏拉扯驾驶员手臂，
导致驾驶员失去对公交车的控制。造成
公交车与相向行驶的红色货车相撞，公
交车内7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两辆车
受损。

据了解，自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
件发生后，“两高一部”于2019年1月8
日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

工具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

旌阳区人民检察院在公安机关立案
后，于2019年3月28日以涉嫌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对该案犯罪嫌疑
人王某某批准逮捕。经公安机关后续侦
查后，王某某于2019年5月6日被移送
旌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随后，旌阳区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律
法规和《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审查核
实了全案证据材料，并依法讯问了被告
人。鉴于被告人王某某对自己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自愿认罪认罚。检察院根
据《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向人
民法院提出了量刑建议，建议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4至6年
有期徒刑。

检察建议
司机有过失

车内安全设施不到位

值得注意的是，旌阳区人民检察院
还就公交车驾驶员在应对紧急情况时行
为语言不规范、公交车车内安全设施不
够完善，对涉事的德阳市裕兴公交公司
发出了检察建议。

“通过车载监控视频，我们发现司机
在车辆处于行驶状态时，有回头与王某
某争吵的行为，语言有调侃。同时，司机
在有条件靠边停车的情况下，没有按照
应急规范来处理。”旌阳区检察院公诉科
干警张伟告诉记者，在王某某首次拉拽
时，当事司机应该立即发出警告，告知王

某某其行为是违反相关法律的，而不是
与王某某发生语言冲突。

张伟说，涉事公交车司机座位的安
全带为两点式，不是斜拉固定式的安全
带，属于安全设施不够完善的情况。公
交车内应张贴警示标语，安装车内警示
线及车内驾驶室隔离门。

张伟表示，对于存在的问题，检察院
此前已向涉事公交公司发出检察建议，
并组织公开宣告会。

6月4日，涉事公交公司就检察建议
向检察院给出回复：制定服务规范、安
全技术操作规程及应急预案等一系列
安全管理制度；将现有的两点式安全带
更换为紧急锁止三点式安全带；在公交
车内张贴警示标语，安装车内警示线及
车内驾驶室隔离门；因事故车驾驶员的
行为违反了安全操作规程，故对其作出
全公司通报批评、扣除年终奖、责令其
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并调离驾驶员岗位的
处理。

6月10日下午，涉事的德阳市裕兴
公交公司办公室主任于圣告诉记者，公
司的应急处理操作规范，每个月都会组
织驾驶员学习。3 月
24日事发后，当事公交
司机廖某就被公司停
岗学习。检察建议中
提到的完善公交车内
安全设施的问题，目前
正在报请上级主管部
门批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祥龙 王攀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
实习生 高胜美）6月11日，记者
从成都市交管局获悉，为保障城
北出口高速高架桥面（零公里至
三环路成绵立交）维护工程的顺
利实施，6月 17日至 9月 30日
止，城北出口高速将双向封闭施
工（不含成绵立交匝道），禁止机
动车通行。

对此，成都交警提醒，道路
封闭后，原经城北出口高速进出
城的机动车，请根据目的地选择
绕行。

需从京昆高速（G5）方向进
城的机动车，可经三环路成绵立
交转换至东三环路一段后驶离
主道，在三环路蜀龙立交内侧辅
道右转，经新建成通车的二仙桥
北路绕行至中环路、二环路。

需从城东片区出城前往京
昆高速（G5）的机动车，可通过杉
板桥路、成南高速（或迎晖路、成
渝高速入城段）行驶至第一绕城
高速（或第二绕城高速）进行绕
行。

需从城西片区出城前往京
昆高速（G5）的机动车，可通过金
丰高架桥、成彭高速行驶至第一
绕城高速（或第二绕城高速）进
行绕行。

原经红星路一段前往三环
路的机动车，可提前在府青路一
段红星桥路口右转，经建设北
路、二仙桥北路，在三环路蜀龙
立交进行转换。

原经二环高架路北段、二环
刃具立交驶向三环路的机动车，
可提前在二环高架路北星立交
左转，经北星高架桥、金凤凰高
架桥，在三环路金凤凰立交进行
转换。

原经二环高架路东段、二环
刃具立交驶向三环路的机动车，
可提前在二环路高架万年路出
城匝道右转，经万年路、崔家店
路，在三环路成南立交进行转
换。

成都城北出口高速
封闭施工

17日起禁行3个月

#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男子嫌公交车慢，拉拽司机致两车相撞，7名乘客受伤两车受损”

德阳首例
侵袭公交司机公诉案开审

检方建议判处四到六年有期徒刑

6月6日，德阳市旌阳区人民
检察院官方微博发布信息：2019
年3月24日，被告人王某某拉拽公
交车司机，致使车内7名乘客受伤，
两辆车受损。日前，检察机关已对
王某某提起公诉，旌阳区人民检察
院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建议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
4至6年有期徒刑。这也是德阳首
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移
送审查起诉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还就
公交车驾驶员在应对紧急情况时行
为语言不规范、公交车车内安全设
施不够完善，对涉事的德阳市裕兴
公交公司发出了检察建议。

10日下午，德阳市裕兴公交公
司办公室主任于圣告诉记者，事件
发生后，公交公司对当事公交司机
廖某作出停岗学习的处理，至于增
加车内安全设施，已报请上级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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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监控显示：被告人王某某拉倒公交司机廖某。

两车相撞，致公交车乘客纷纷摔倒。

两车相撞瞬间，公交车前挡风玻璃碎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