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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为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营造崇尚
廉洁的社区人文环境，6 月 9 日，成都
高新区桂溪街道和平社区举办了“粽
情游园迎大运·廉心正气庆百年”大型
活动。

活动现场，一曲《党啊！亲爱的
妈妈》拉开文艺表演的序幕；非遗节
目《变脸》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廉洁
小品《不吃白不吃》以层出不穷的笑

点向现场居民宣传了廉洁从政的重
要性。

同时，社区党员和居民还在端午民
俗文化和非遗文化体验点体验做香囊、
蛋体彩绘、健康五彩线等端午节传统活
动。糖油果子、三大炮、糖画、捏泥人等

美食美物点位，则吸引了一大群青少年
的光顾。拿到糖画“廉”字的小朋友与家
长一同合影，一位老奶奶耐心地给小朋
友讲解：“这个是廉字，就是教我们要端
正做人，爱祖国。”

“以我们的节日为载体，推进社区廉

洁文化的营造，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纪工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活动以廉洁歌舞表演、龙舟比
赛、传统民俗文化体验为活动形式，引导
社区党员群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增强
廉洁、诚信、守法意识，激发他们支持和
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同时，通过参与性、趣味性的活动拉近社
区居民之间的距离，促进社会的健康和
谐发展。

粽情游园迎大运 廉心正气庆百年

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举行端午节主题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阴雨过去后，烈日强势回归，四川
盆地又从“春天”回到了“夏天”。端午
小长假即将到来，四川或将迎来出行高
峰，那相伴出行路的，是汗水还是雨
水？6月10日，记者从四川省气象台获
悉，从13日起，盆地将进入雨水模式。

雨水夜间出没
去程闷热返程凉爽

6月10日，记者从四川省气象台获
悉，10 日晚到 12 日，四川盆地阴晴相
间，偶有阵雨，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可能
达到中雨，高原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
这雨，主要在夜间出没，因此，假期前期
出行，会有点闷热哦。

13日起，也就是假期第二天，盆地
进入雨水模式，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
到中雨，局部大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
区有阵雨，局部中大雨。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次的降
雨，稳着节奏的。除了川东到川南一
带，如巴中、南充、达州、广安、遂宁、资
阳、内江、自贡、宜宾9市及广元、绵阳2
市东部和泸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
雨外，盆地其他地方都是阵雨。降雨对
成都的影响不大，还能附赠凉爽，对于
户外玩耍以及返程来说，都算是不错的
天气了。

北方天晴南方雨
江淮华南降雨明显

端午假期，全国天气总体利于出
行，北方大部晴多雨少，江汉、江淮、华
南等地有降雨过程。

12 日至 13 日，我国黄淮南部、江
汉、江淮、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明显，
可能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有暴雨，
或影响交通出行。华南沿海降雨比较
频繁，但总体雨势不强。

需要注意的是，假期最后一天，
伴随着冷空气高空槽东移，我国西北
地区等地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
过程，宁夏、陕西、甘肃东部等地将会
有明显的降雨降温，给返程带来一定
影响。

端午假期将至，加上全国高考结
束，家长及学生出游人数将明显增多，
四川将迎来自驾游、包车出游等出行高
峰。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对端午假
期的交通形势作出了预判。

据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预测，从6月
11日14时开始，高速公路交通压力将逐
渐增大，17时至22时拥堵程度较高；假
期首日（6月12日）10时至12时路网流
量最大；假期尾日（6月14日）15时至18
时路网流量达到次高峰，节后路网流量
逐渐回落。同时，路网流量将围绕成都
等中心城市呈放射状分布，成都市周边
各主线站以及连通主线站的环线高速车
流量最为密集，发生拥堵的可能性较大。

在其他方向，成绵、成绵复线、成自
泸、成雅、成德南、成渝等高速预计将迎
来高出行流量，遂渝、渝蓉高速将承受
较大进出川流量压力。

此外，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将
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暂停对
运输超限超载不可解体物品车辆允许
通行高速公路的意见反馈，返程高峰时
段（6月14日）执行12时至20时禁止三
轴（含三轴）以上（不含鲜活农产品运输
车）重型货运车辆进入高速公路的临时
交通管制措施。高速公路流量将主要
以客车流量为主。

李轶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钟晓璐实习生 魏狄辰

6月10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铁集团）获
悉，端午小长假期间，成铁预计发送旅
客550万人次。

2021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
为6月11日至6月15日。成铁集团预
计，端午期间，四川、重庆、贵州铁路客
流将呈现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多
流叠加的状态。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成铁集团计
划开行旅客列车 668 对，其中动车组
552.5 对，普速旅客列车 115.5 对，日均
提供约105万个席位。

针对小长假客流以成都、重庆、贵阳
为中心辐射周边旅游城市集中出行的特
点，铁路部门加大城际间短途动车组运
力投放，增开管内动车组 24.5 对，具体

为：成灌铁路5对、成绵乐客专4对、渝万
高铁3对、西成高铁2对、成贵高铁2对、
兰渝铁路2对、成渝城际3对、安六高铁1
对、沪昆高铁0.5对以及成都东至南充北
1对、成都东至广安南1对。

为满足旅客“一日游”当天往返的
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重庆、贵阳、万
州、安顺、六盘水、峨眉山、雅安等热门
旅游城市增加早间和夜间班次，增开早
晚高峰时段动车组29对，具体为：成渝
城际 6 对、渝万高铁 4 对、渝贵铁路 4
对、西成高铁4对、沪昆高铁2对、兰渝
铁路 2 对、成贵高铁 1 对、贵开铁路 1
对、安六高铁 1 对、渝利铁路 1 对、成绵
乐城际铁路 1 对、成雅铁路 1 对以及成
都东至南充北1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预计12日10时至12时车流量最大公路▶

将加开多趟短途动车满足“一日游”

随着端午小长假的临近，各类出游
大数据相继出炉。多家平台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出游以探亲、旅
游度假等短途旅行为主，大部分航线甚
至部分热门航线，目前还有大量折扣机
票。6 月 9 日，记者从几大航空公司了
解到，近期国内机票总体处于供大于求
的情况，端午假期机票的平均价格较

“五一”假期下降了三成左右，平均票价
约为670元。

据携程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
携程预订的端午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135%，预计端午出游人次有望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机票订单量已与
2019 年同期持平，机票均价同比 2019
年略低。去哪儿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
端午出行机票价格较“五一”、暑期都

低，火车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一倍，上
海、北京、长沙、成都、青岛、重庆成为最
热门的目的地。

此外，据“飞常准”大数据统计，
端 午 小 长 假（6 月 12 日 至 14 日）期
间，国内飞国内计划出港航班约 4.57
万 架 次 ，较 2019 年 航 班 量 提 升
34.35%，超过疫情前同期水平。假期
中，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或成最繁忙机
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排前三。航线
方面，热门航线主要集中于上海、北
京、成都、深圳、重庆等地。排名前三
的往返航线分别是上海虹桥-北京首
都、北京首都-成都双流、上海虹桥-
深圳宝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余子欣
综合川观新闻

端午机票价格较“五一”下降约三成

端午假期出行预测

铁路

人数：成铁预计发送
旅客550万人次

客流：将呈现旅游流、
探亲流、学生流等多流叠
加的状态

措施：
1.加大城际间短途动

车组运力投放，增开管内
动车组24.5对

2.满足旅客“一日游”
出行需求，在热门旅游城
市增加早间和夜间班次，
增开早晚高峰时段动车组
29对

公路

车流量预测
去程：从6月11日14

时开始，高速公路交通压
力将逐渐增大，17时至22
时拥堵程度较高

6 月 12 日 10 时至 12
时路网流量最大

返程：6月14日15时
至 18 时路网流量达到次
高峰，节后路网流量逐渐
回落

航空

票价：较“五一”假期
下降了三成左右，平均票
价约为670元

热门目的地：上海、北
京、长沙、成都、青岛、重庆
最热门

热门航线：排名前三
的往返航线分别是上海虹
桥-北京首都、北京首都-
成都双流、上海虹桥-深圳
宝安

交通出行

铁路▶

航班▶

端午到香囊俏
但非人人适宜

端午节前夕，市场销售的香囊行情
看涨。中药香囊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一
种重要的习俗，古人一般系在裙带、衣
带上面，或系在胸前、怀中。

虽然中药香囊对人体有一定益处，
但并非所有人群均能使用。其中，禁忌
人群主要包括孕妇、患有哮喘的儿童
等。此外，香囊可能引发过敏症状，因
此不宜与皮肤直接接触。 据川观新闻

端午习俗

去程闷热返程凉爽

端午假期 四川或雨水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