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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进入盲区，请勿靠近！”11
月26日上午，在成都市成华区致力六
路附近，外卖骑手坐上一辆大货车，
坐在驾驶室，感受运渣车驾驶员视线
里的“盲区”。

在现场，外卖骑手和大货车驾驶
员互换角色，各自体验了一把参与交
通行为时的真实感受。据了解，此次
互动体验活动，由成都交警五分局邀
请辖区主要外卖企业和运渣车企业
代表共同参与，是成都交警坚持问题
导向，迅速打响秋冬季交通安全整治
百日会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卖骑手“货车初体验”
日常生活中，运渣车和外卖骑手

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近年
来，这“一大一小”却频频成为交通违
法行为的代名词，而外卖电瓶车与运
渣车相撞的事故也屡见不鲜。

26 日上午，在成华区致力路附
近，多个外卖平台的骑手们，体验了
一把做运渣车驾驶员的感受：当一辆
电瓶车在路口遇到要往右转的大货车
时，由于距离过近，大货车响起“盲区”
警报，提醒电瓶车驾驶员请勿靠近。

原来，这是由于两车之间已经超
过了安全距离。一般大货车的车头
到驾驶室后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
围都属于盲区，紧贴着车身的位置，
也都存在明显的视觉盲区。

在大货车驾驶室位置，电子显示
屏上清晰地显示在车门的右下方位
置，有一辆电瓶车正停在旁边，这“一
大一小”的亲密接触，触发了车上安
装的警报器。

“一大一小”距离产生美
坐上驾驶室的外卖骑手杨师傅

说，在真实看到大货车的盲区后，他
才更加明白，为何在日常出行中，要

“远离大货车”。

“大货车周围有些范围确实看不
到，速度快一些，人再走个神，很容易
出事故。”杨师傅说，他从事外卖运输
已四年多，平时遇到大货车时，会有
意识地减速避让，通行路口时，也会
特别注意大货车的动向。

与此同时，货车驾驶员黄师傅也
骑上电瓶车，体验了发外卖骑手的感
受。黄师傅说，经过真实的感受才明
白，骑电瓶车经过大货车附近，如果
货车速度很快，再加上盲区的因素，
恐怕一场事故就无法避免了。

据成都交警五分局事故大队副大
队长张平介绍，之所以将交通安全宣传
从室内转到室外，就是为了让外卖骑手
和货车驾驶员进行现场体验，“以往的
事故案例表明，到了路口，不管是外卖
骑手还是大货车驾驶员，总是没有避让
意识，缺乏对货车内轮差的了解。因
此，这次让运渣车驾驶员和外卖骑手相
互换下位置，上一堂生动的体验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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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45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资阳、康定、泸州、内江、广
安、眉山、广元、遂宁、雅安、自贡
良：攀枝花、乐山、南充、巴中、达州、西
昌、德阳、宜宾、绵阳

2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11月27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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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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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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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公布第十八批历史建筑
状元桥、寄庐等31处建（构）筑物入选

“盲区太可怕距离产生美”
外卖骑手、货车驾驶员角色互换体验交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朱珠）11月
27 日，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了解到，
日前成都市政府公布了《成都市第十
八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石盘镇万
寿宫旧址（状元桥）、寄庐等31处具有
历史文化价值的建（构）筑物位列其
中。截至目前，全市已认定公布历史
建筑314处。

据成都市住建局城市更新处有
关负责人介绍，为加强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
求，进一步加强历史建筑保护利用，
实现应保尽保，市住建局梳理出了31
处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经市历史
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专家咨询
委员会评议通过后，于近日经市政府
批准公布。

此次公布的 31 处历史建筑共涉
及 13 个区（市）县，其中东部新区 1
处，锦江区2处，青羊区6处，金牛区2
处，武侯区 1 处，青白江区 1 处，双流
区5处，都江堰市1处，邛崃市5处，崇
州市4处，金堂县2处，蒲江县1处。

本批次历史建筑年代以清代为
主，其次是民国时期，建筑类型包括
名人旧居、宅院民居、大三线建设遗
迹、水利设施、高校建筑、军事建筑及
设施等，均展现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文
化，并首次出现“引水渠”类重要水利
设施建筑。

特色点位介绍

石盘镇万寿宫旧址（状元桥）

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石盘街道，修
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位于
万寿宫内。1928年，万寿宫改建后做
小学使用，新中国成立后，为石盘镇
中心小学，状元桥及万寿宫遗址构件
保存至今。状元桥小巧玲珑，为红砂
石单孔石桥，全长 6 米，高 2 米，桥面
宽 2.5 米，桥墩埋于地下。南面遗存
红砂石栏板两处，雕刻精美。北面遗
存石狮雕像红砂石磉礅9个，均面向
石桥，造型各异，工艺精美。状元桥
旁有两棵近200年的国家三级保护名
木—古柏，具有较高的景观价值。

寄庐

位于青羊区马镇街12号，始建于
1920年，原为川军抗战将领王克俊将
军暂居成都之所，其子王家佑先生及
其家人也曾居住于此。寄庐，取意

“寄希望和未来于草庐”，为三合院平
面布局，坐西北朝东南。房屋为木穿
斗结构，小青瓦悬山屋面，宅院围墙
为青砖砌筑，门斗的拱券、棱角砖檐、
灰塑花饰及压顶做工非常精美，是典
型的川西民居建筑风格。

寄 庐 的 第 一 任 主 人 王 克 俊
（1902-1975）四川广安岳池人，曾任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中将军长。
其子王家佑是四川较有影响力的考
古学家，历任中国道教协会第四、五
届理事，第六、七届理事会名誉理事，
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原副所长，四川
省道教协会顾问。

四川齿轮厂防空洞（川齿记忆馆）

位于双流区西航港街道莲花社区
内，始建于1969年底，1971年3月建
成。四川齿轮厂的前身是成都拖拉机
厂，1964年底，八机部为贯彻“沿海支
援内地，加强三线建设”的方针，将天
津内燃机齿轮厂迁至成都，与成都拖
拉机厂合并，命名为“四川齿轮厂”。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紧张，为响应
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
民”的号召，四川齿轮厂1969年开始
修建备战防空洞，1971年建成。四川
齿轮厂于 2005 年破产，2006 年成立
莲花社区，防空洞由社区管理。2018
年社区将防空洞打造为川齿记忆馆。

川齿记忆馆位于莲花社区内部，是
掘开式、单建式工程，洞体面积约400
平方米，宽约6米，高约3米，沿洞体延
伸方向布置有两排红砂石条石柱，洞内
形成3个平行通道，防空洞内部结构保
存极好，承载着“三线”建设以及当年全
民性人防建设的历史记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四川齿轮厂防空洞（川齿记忆馆）。

石盘万寿宫旧址（状元桥）。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马镇街12号的寄庐。

7星彩第20119期全国销售26047952
元。开奖号码：222723+7，一等奖0注；二等
奖9注，单注奖金36073元；三等奖79注，单
注奖金3000元。87836019.13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3第20278期全国销售19000494
元。开奖号码：274。直选全国中奖5701
（四川60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13944（四川1290）注，单注奖金173
元。28972933.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0278期全国销售13602454
元。开奖号码：27481。一等奖70注，单注
奖金10万元。440228918.90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0069期全国销售
21287176元。开奖号码：00310010001310，一
等奖全国中奖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22（四
川1）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0069期全国销售
17303700元。开奖号码：00310010001310，全
国中奖232（四川8）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0069期全
国 销 售 158612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1010100000，全国中奖4（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0069期全国销售
772152元。开奖号码：01030313，全国中
奖1（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月26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