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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冯浕

“小孩小孩你别
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不知不觉又

到一年腊八节，今年你想好
去哪儿喝腊八粥了吗？近
日，天府早报记者从成都文
殊院了解到，己亥年“腊八
奉粥”活动早就已经在筹备
了，“今年的奉粥活动将于
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
日举办，总共有4天时间。”
奉粥活动相关负责人许薇
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将通
过吃粥、好耍、祈福3大板块
的活动带领大家开启过节
模式。”

寺内奉粥10万份寺外20万份
塑料餐盒是可回收物

许薇介绍说，成都文殊院将
于12月30日至2020年1月2日，
举行己亥年“喝腊八粥、结欢喜
缘”腊八奉粥活动。今年腊八奉
粥活动分为“寺内奉粥”及“寺外
派送”两部分。在为期4天的活
动中，将免费向成都市部分寺
院、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社
会公益组织、居民社区、商业中
心及部分工厂企业等派送30万
份“文殊造”腊八粥。

寺内奉粥时间为农历腊月
初六至初八，每天 9：00 开始，
16：00结束，奉粥的地点是寺内

藏经楼广场，“寺内将免费奉粥
10万份。”许薇介绍说，寺外派送
比寺内提前一天，从12月30日
至2020年1月2日，总共免费派
送20万份。

对于领粥垃圾的处理，许薇
介绍说，“文殊院已于今年正式
更换环保垃圾箱，进行‘可回收
物’与‘其他垃圾’分类。”她特别
提醒说，腊八期间，为市民提供
的塑料餐盒属于“可回收物”。

“寺内奉粥当天，寺院中轴线及
园林区，将设置10个临时垃圾回
收桶。活动结束后，将进行残余

物质清理，便于餐盒的顺利回
收。”

许薇提醒市民说，“寺内奉
粥期间，请按照志工引导，遵守
秩序，排队领粥，每人一次限领
一盒。”活动期间，寺内停止对外
停车。“活动期间，如果您需要帮
助，可至寺内咨询处问询。”

据了解，文殊院本次腊八节
的义工多达1千人左右，“大厨房
食材种类多达13种，我们 12月
29日晚上就开火，要一直持续
熬粥，直到明年1月2日下午才
关火。”许薇介绍说。

今年底，全国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将全面取消。12月25日记
者获悉，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四川
省公安厅就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
超限超载治理发布通告，从1月1
日起，所有货车必须称重后才能
进入高速公路，包括ETC货车。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
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收费公
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的统一部署，2019年12月
底前将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货车进入高速公路有
两个变化：一是全国高速公路全
部统一为入口称重，二是货车高
速公路通行费收费标准改为以
货车轴型为依据。

据此，所有进入高速公路的
货车都要经收费站入口最右侧
的通道，经过称重后才能进入高

速公路，包括已经安装ETC的货
车。需要提醒的是，安装ETC货
车若经收费站入口小车道通行，
是不能自动识别进入高速公路
的，请货车司机自觉排队称重。

《通告》称，所有货车必须按
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现场工作人员
引导，依次驶入货车专用检测通
道接受检测，不得随意穿插，影响
交通秩序。对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的货车，拒绝驶入高速公路：(一)
未经称重检测的，不得驶入高速
公路；(二)经称重检测为违法超限
超载的，不得驶入高速公路。违
法超限超载车辆应就近选择卸载
场卸载超限超载货物，消除违法
行为，并由属地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和交通执法机构依法处
理；(三)不能提供《超限运输车辆
通行证》的大件运输车辆或证件
无效的，不得驶入高速公路，并由

属地交通执法机构依法处理；(四)
列入交通运输部超限失信名单和
四川省通行高速公路严重违法失
信行为信用联合惩戒名单的，拒
绝驶入高速公路。

按照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
对已办理ETC的货车，读取车辆
OBU内存储的有关参数作为判定
该车辆是否超限超载的依据。
未办理ETC的货车，当事人当场
可以提供该车最大允许总质量
的有效证明文件的，以证明文件
上标明的最大允许总质量作为
判定该车是否超限超载的依
据。当场无法提供或无法验证
证明文件合法有效的，则按照轴
型限值判定该车是否超限超载。

京昆高速雅西段、雅叶高速
雅康段等高速公路对货车通行
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据四川在线）

12月25日，记者从四川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获悉，今年11月份
全省共有66名驾驶人被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且终生禁驾。

从违法行为上看，有44人因
造成交通事故构成犯罪并逃逸被
终生禁驾，22人因饮酒后或者醉酒
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
犯罪被终生禁驾。从年龄段分布
看，最大年龄67岁，最小年龄18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
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
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要提
升遵法守规的交通意识，不要心
存侥幸，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甚
至触犯刑法。 （据四川在线）

腊八在即，文殊院准备免费奉粥30万份

29日晚开火熬粥 一次限领一盒

货车进入高速公路 明年1月1日起必须称重

四川交警公布 11 月终生禁驾名单 最小 18 岁

设立“欢喜缘”驿站
外地还可邮寄“腊八粥料包”

除了喝粥，文殊院在腊八
节还专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
物——“欢喜缘”驿站。“离家
的游子已多久没有与父母团
聚，想家的人啊泪水已不知不
觉模糊了双眼，”许薇表示，市
民可以到“欢喜缘驿站”给父
母、子女、好友、恋人写一张思
念的“明信片”，寄一份浓情蜜
意的“腊八粥料包”。

“欢喜缘”驿站的活动时
间从12月25日将持续到12月
30日，每天早上9：00开始，市
民就可以到寺内千佛塔广场
领取，“申领条件为邮寄地址
为成都市老城区以外的，每日
限量 150 包，领完即止。”许薇
提醒说。

寺外奉粥地点
● 国色天香永辉超市 12

月 29 日—2020 年 1 月 2 日上午
9点开始，发完即止

●财富又一城 12 月 31 日
上午9点半开始，发完即止

●奥克斯广场 2020年1月
1日下午2点开始，1月2日上午
10点开始，发完即止

● 世豪广场 12月31日下
午1点半开始，2020年1月1日
上午10点半开始，1月2日下午
1点半开始，发完即止

● 成 都 悠 方 购 物 中 心
2020年1月1日上午10点开始，
1月2日下午5点开始，发完即止

●城南优品道广场 2020
年 1 月 1 日—2 日上午 10 点开
始，发完即止

●凯德天府 2020年1月1
日—2日上午9点开始，发完即
止

● 龙湖成都三千集天街
12月31日—2020年1月2日上
午10点开始，发完即止

●龙湖金楠天街 2020 年
1月1日—2日上午10点开始，
发完即止

●武侯区大悦城 2020 年
1 月 1 日上午 10 点开始，发完
即止

●伊藤（华府大道店）12
月31日—2020年1月1日上午
11点开始，发完即止

●伊藤（建设路店） 12月
31日上午10点开始，2020年1
月 1 日上午 9 点半开始，发完
即止

●伊藤（双楠店） 12月31
日上午10点开始，2020年1月
1日上午9点开始，发完即止

●伊藤（伊藤广场）12 月
31日—2020年1月1日上午10
点开始，发完即止

● 银泰城 12 月 31 日—
2020年1月1日下午1点开始，
发完即止

●优品道城西店 2020 年
1月1日—2日上午10点开始，
发完即止

●天府通（成都市内充值
点）天府广场 火车南站 省体育
馆 天府三街 双楠小区 2020
年 1 月 2 日上午 10 点开始，发
完即止

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消息，从 2020 年 1 月 8
日至1月23日加开部分K字头
普速列车，加开方向包括北京、
东莞、广州、厦门、南昌等地
区。没有抢到高铁车票，或者
因个人原因需要乘坐普速列车
的乘客，可通过 12306 售票网
站关注相关信息。

具体加开列车如下：
1、1月10日至1月20日(隔

日)成都—阆中加开K9436/3次，
成都20：20开，阆中23：38到。

2、1月11日至1月21日(隔
日)成都—北京西加开K4294次，
成都09：52开，北京西第二日23：
56到。

3、1月13日至1月23日(隔
日)北京西—成都加开K4293次，
北京西01：06开，成都第二日10：
40到。

4、1月8日至1月19日成都
—上海加开3258/5次，成都22：
28开，上海第三日15：52到。

5、1月10日至1月21日上
海—成都加开 3256/7 次，上海
17：03开，成都第三日08：38到。

6、1月10日至1月22日上
海—成都加开K4138/9次，上海
15：39开，成都第二日22：48到。

7、1月10日至1月22日东
莞东—成都加开K4571/0/1次，
东莞东22：00开，成都第三日07：
09到。

8、1 月 8、9、10、12、13、14、
16、17、18、20日重庆—宁波加开

K4679/8/9次，重庆14：53开，宁
波第三日01：56到。

9、1月10、11、12、14、15、16、
18、19、20、22日宁波—重庆加开
K4680/77/80次，宁波03：02开，
重庆第二日14：48到。

10、1 月 11、12、13、15、16、
17、19、20、21、23日重庆—南充
北加开K9445次，重庆16：48开，
南充北20：03到。

11、1 月 11、12、13、15、16、
17、19、20、21、23日南充北—重
庆加开K9446次，南充北20：45
开，重庆23：49到。

12、1月8日至1月20日重
庆北—合川加开K9361次，重庆
北14：20开，合川14：58到。

13、1月8日至1月20日合
川—深圳东加开K4528/5次，合
川17：06开，深圳东第二日23：18
到。

14、1月10日至1月22日深
圳东—重庆北加开 K4526/7/6
次，深圳东01：55开，重庆北第二
日04：00到。

15、1月10、14、18日南昌—
重庆间加开K4523/2/3次，南昌
7：14开，重庆第二日10：50到。

16、1月12、16、20日重庆—
南昌加开 K4524/1/4 次，重庆
05：01开，南昌第二日11：27到。

17、1月10日至1月21日厦
门北—华蓥加开K4722/3次，厦
门北18：29开，华蓥第三日04：20
到。

（据封面新闻）

成铁局近期加开多趟普速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