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6日，“Hero Run·2019成
都首届漫影创意变装趣味跑”（下称：变
装跑）将在桂溪生态公园东区举行。本
次活动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华西都
市网、成都范儿主办，NU SKIN 如新联
合主办，共青团成都市委、四川省体育产
学研促进会指导，特邀青聚锦官城、天府
绿道、天府软件园支持。今日起至11月
15日，变装跑的报名通道正式开启，欢
迎大小朋友踊跃报名，和“哪吒”“大圣”
一起奔跑。

为梦变装，成为自己的英雄
现代人都是伴随着各种动漫影

视剧长大的，剧中的角色，可能是威
风凛凛的齐天大圣，也可能是画着烟
熏妆的哪吒，往往都会成为我们心目
中的英雄。

心中有英雄，也就渴望变成英
雄。小时候，我们和小伙伴一起模仿

剧中人物的一幕幕你还记得吗：用家
里的晾衣杆、被单、算盘、扇子等，就
能神还原一出戏，顺便还要相互提点
动作、语气、神情是否表演到位，有时
甚至还会因为演了反派，无法“伸张
正义”而难过。

长大了，受学习压力、工作压力
等方面的影响，你多久没有过成为英
雄的乐趣了？不妨试试变装跑吧。
此次变装跑以“体育+动漫+电影”的
形式辐射家庭儿童人群及年青人
群。对于家庭儿童人群来说，通过家
长陪伴、正面引导，能树立孩子心目
中的标榜英雄；对于年青人群来说，
变装跑能缓解释放工作压力，以兴趣
爱好为纽带，增添生活的乐趣，赋予
跑步不同的主题与意义。

欢乐开跑，网络报名不设限
本次活动通过网络渠道报名，不

收取任何费用，欢迎大小朋友们踊跃
报名，参加一场集电影、动漫、英雄主
义为一体的跨界跑，打造一场属于你
和家人、朋友的视觉饕鬄盛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灵捷

扫描图中二维码 报名创意变装跑

报名时间：
10月16日至11月15日
报名要求：
活动报名时上传一张单人或多人
的横版变装照，照片不限于情侣、
朋友、家庭、团队合照，作为此次
参与线上活动和投票依据
投票时间：
11月4日早上10点至11月14
日下午5点
落地时间：
11月16日
落地地点：
桂溪生态公园东区

和“哪吒”“大圣”一起奔跑

2019成都首届漫影创意变装跑
开始报名

退休受聘
已成功调解纠纷百余件

退休前，王怀德曾任贡井区
多个乡镇副乡长、副书记、乡长等
职务。2017年6月，贡井区聘他
为成佳镇治安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专职调解员。任期内，他成功
化解两镇一乡（8万多人口）各类
矛盾纠纷百余件，涉及金额400余
万元。

作为一名基层人民调解员，
王怀德坚持“钟情法治建设，期盼
公正正义”，“我们调解的都是鸡
毛蒜皮的小事，但如不引起重视，
这些‘小事’也会引发大麻烦。”

2018年 9月，白庙镇一村民
驾驶电动两轮车行驶在街道上，

因避让不及时，将同村另一村民
撞倒在地，致其重伤不治身亡。
面对双方一触即发的冲突，王怀
德主动承担起调解重任，反复给
当事人释法明理，最终将此事火
速平息下来。

调解有道
把控“喜怒”极为重要
工作之余，王怀德喜欢看各

类语言类书籍。这段时间，他在
读《制怒心理学》和《幽默语言
学》，“在调解工作中，‘喜怒’的
把控极为重要，幽默的语言更是
必不可少，经常都要给当事人讲
故事。”

多年前，一位孕妇剖腹产时
大出血死亡，面对愤怒的家属，王
怀德坚持专注聆听，不断心理疏
导，拉近同当事人的情感。通过
一周反复沟通，家属慢慢变得平
和，最终与医院的纠纷得以调解。

通过不断摸索，王怀德练就
了一套“调解秘籍”：热情受理，详
尽调查；一杯热茶，笑脸相迎；专
注聆听，准确研判；晓之以理，以
理服人；划分过错，明确责任……
这些心得，他总是毫无保留地相
传给有需要的人，先后到自贡监
狱、高新区、贡井区等地开展人民
调解专题讲座。同时，由他撰写
的《关于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中法
律问题的思考》曾在四川省第五

届“治蜀兴川”和中国泛珠三角合
作与法治论坛评选活动中获奖。

群众信赖
调解成功仍会坚持回访

如“老黄牛”般无私奉献，王
怀德赢得了组织的肯定。翻开过
往荣誉，他如数家珍：2007年，被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
表彰为“优秀人民调解员”；2009
年，被省法治办表彰为“法治建设
先进人物”……但在他心里，群众
的信赖比荣誉更重要。

今年2月，凤鸣村四兄妹因不
愿和父亲生活引发纠纷。通过家
庭会议，王怀德从法律法规说到
传统美德，还将自己母亲的故事
结合起来打动他们。最终，老人
圆满住进养老院，子女每月看望，
生病轮流照料，兄妹关系变得和
谐。每天早上，当经过老人儿子
王谆荣家门口时，总是会热情招
呼王怀德，并向他汇报老父近况。

贡井区司法局副局长倪巧丽
说：“他总是以德服人、以理服人，
拥有极高的威望。他对调解工作
充满热情，每件纠纷调解完后会
坚持回访，避免纠纷反弹。”据悉，
去年以来，贡井区排查各类纠纷
4434次，受理调解民间纠纷1724
件，成功调解1714件。其中，由王
怀德成功调解的纠纷达136件，成
功率10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邓丹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0月17日开奖结果

成都（16时）
AQI指数 34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绵阳、攀枝花、广元、资
阳、内江、西昌、巴中、遂宁、乐山、眉山、
南充、达州、广安、自贡、德阳、泸州、雅
安、宜宾

1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9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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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呼吸
17日空气质量

吴冰清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10月19日，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
音乐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之熊猫绝密计
划》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举行；

10月25日至26日，音乐剧《我的遗
愿清单》将在成都四川歌舞大剧院演出；

11月9日，经典亲子童话剧《胡桃夹
子》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11月15日至16日，开幕演出季——
优人神鼓《勇者之剑》将在四川大剧院演
出；

11月16日，《美丽心灵·大师的启蒙
钢琴音乐会》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举
行；

11月16日，《星球大战-以色列钢琴
家爱莲娜·古赫维奇影视金曲音乐会》将
在成都特仑苏音乐厅举行；

11月21日至22日，百老汇原版音乐
剧《芝加哥》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排 列 3 第 19276 期 全 国 销 售
17695392元。开奖号码：818。直选全国
中奖5141（四川429）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3全国中奖4987（四川405）注，单注奖
金346元。19635832.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排 列 5 第 19276 期 全 国 销 售
10937534元。开奖号码：81850。一等奖
51注，单注奖金10万元。356669444.94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2月
1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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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限行 5 0肖毅，成都成华公安分局双水碾派出所所长，从警17年，干过巡警、刑警、

内勤等多个警种。期间，他不断创新工作思路，频出好点子，先后摸索出了
“案件管理中心”“蓓蕾护学岗”“夜跑护跑团”等一个个创新的工作模式。

近日，在第六届四川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彰大会上，肖毅荣获四川省
“公务员一等功”奖章，成为成都公安系统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善于倾听更会讲故事

自贡贡井有个成功率100%的“调解王”

当不了刑警
就当个好巡警

跟很多男生一样，肖毅从小
就怀揣着警察梦。“当年我高考分
上了一本线，但我从小就想当警
察，只填了警察学校这么一个志
愿！”2002年，从警校毕业时，他本
以为能成为一名刑警，参与侦查
办案，没想到却被分配到了巡警
大队当了一名巡警。

巡警工作重复枯燥，一度让
他失落迷茫。“与我想象的警察工
作差得太远了。”直到去参观了分
局荣誉室，巡警大队两名烈士事
迹触动了肖毅，他迅速调整心态：

“既然我现在当不了一名优秀的
刑警，那就拼命去当一名优秀巡
警吧！”

在高速路口检查站，肖毅负
责对进出的嫌疑车辆进行盘查。“他
真的太拼了，巡警的一身装备光是
站着就很重，他还一直不休息，一直
拦车盘查。”同事胡军回忆。

每次别人喊他“拼命三郎”
时，肖毅总说：“坐着8个小时时间
也过去了，认真工作时间还消磨
得快些。”

巡警工作10年间，他所在的
集体挡获的犯罪嫌疑人、毒品、
枪支数量排名全市前茅，并且没
有一名民警在工作中受伤。由

他总结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查
缉工作法——“肖毅盘查法”在全
市推广。

设立“蓓蕾护学岗”
守护校园安全

2014年，肖毅调往双水碾派
出所，2017年出任派出所所长。
在辖区走访中，肖毅发现，辖区周
围部分学校周边时常发生“大欺
小”的抢劫事件，他调查后得知这
部分“问题儿童”都是在校学生，

由于家庭困难，父母常年在外打
工，疏于管教。

肖毅一方面联系学校，在校
园开展法制教育课和安全防范
课，提高孩子们的法律意识，引导
他们学会自我安全防护，避免伤
害升级。

另一方面，他牵头建立了“蓓
蕾护学岗”，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
点，下午三点半到五点，组织人员到
辖区17所学校，进行上学、放学护
学值守，无论刮风下雨雷打不动。

“我们辖区共有13所幼儿园

和4所小学，每个点位都有护学
岗，主要任务是护送学生、疏导交
通，确保校园周边秩序安全稳
定。”肖毅说，辖区学校周边的治
安慢慢开始变好。好多同学每天
上学、放学都会立正挺胸，齐刷刷
地向民警敬礼，“警察叔叔好！”

“警察叔叔辛苦了！”

创立夜跑护跑团
我们在，放心跑

辖区沙河公园沿河分布串联
起一片滨河绿化带，风景宜人，吸
引了不少夜跑爱好者。但是由于
沿线灯光昏暗，夜晚锻炼安全问
题困扰着大家。

为保障居民安全，肖毅带领
热爱运动的民警、辅警、综治队员
等20余人，以统一白色T恤作为
队服，组建了沙河护跑团。与此
同时，还设立了夜跑护跑岗亭、护
跑活动微信群，发动更多居民利
用闲暇时间志愿“护跑”。

刚开始大家参与度并不高，
肖毅还是坚持在群里发身穿统一
T恤护跑的照片。慢慢地，越来越
多的跑友加入，目前护跑团的规
模已经扩大到上百人。记者了解
到，这是成都市的第一支夜跑护
跑队。“我们在，放心跑。”肖毅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钟晓璐

“夜跑护跑团”“蓓蕾护学岗”……

这个派出所长点子有点多

每天早上7点过，王怀德就出
门，向自贡市贡井区成佳镇
派出所内的办公室走去，不

时会碰到许多过去调解工作中结识
下的“熟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
“王所长”。

大家口中的“王所长”是成佳镇
众所周知的“调解王”，自1990年兼
任一镇两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16
年来，今年66岁的王怀德已调解各
类矛盾纠纷达500多件，其中疑难
纠纷达200多件，指导村和社区成
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000多件。

前三季度我省CPI同比上涨2.5%

9月CPI“破4”
肉价上涨仍是主因

10月16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通
报，1-9月四川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
2.5%，涨幅比上年同期扩大0.9个百分点。

其中，受猪价价格大幅上涨影响，9月当月
四川CPI同比上涨4.2%，涨幅较上月扩大1个
百分点。这也是年内当月CPI首次“破4”。

从同比看，1、2月分别上涨 2.0%、1.4%，
3-7月受上年翘尾因素影响，涨幅有所扩大但
相对平稳，平均上涨2.3%，8、9月涨幅逐渐攀
升，分别上涨3.2%、4.2%。

“CPI数据走高，食品价格特别是猪价大幅
上涨，依旧是影响物价上涨最核心的因素。”国
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
猪肉价格受到前期疫情的影响，供应偏紧，出现
较大涨幅。1-9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33.1%。

据四川日报

肖毅（左）在指导民警持枪警戒。

王怀德（左一）是成佳镇众所周知的“调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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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