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徐湘东）
5月13日至18日，重大历史题材电
视剧《彝海结盟》剧组，在凉山州
启动了“重走长征路”大型主题活
动。剧组通过重走当年红军经过凉
山的路线，感受历史，将红军长征
精神融入电视剧拍摄中。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彝海
结盟”80周年，凉山州委、州政府
策划摄制了36集电视剧 《彝海结
盟》，重现80年前刘伯承与小叶丹
歃血为盟的历史故事。该剧由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凉山文广传媒集
团立项投资摄制，预算投资1亿元，
为今年中央、四川省、凉山州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点项目，得
到了中宣部、国家民委、国家广电
总局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专项支
持和特别帮助。

为传播、弘扬“彝海结盟”的
革命大义和民族团结精神，5月13
日至18日，也就是1935年红军长
征过凉山的时间段，《彝海结盟》
电视剧组走进凉山州重走长征路，
刘伯承元帅次子、《彝海结盟》剧
组历史顾问刘蒙少将也参加了此次
活动。活动以“巧渡金沙江”和

“飞夺泸定桥”两大事件为起止节
点，按照当年红军长征过凉山的主
要路线行进，从凉山会理皎平渡开
始，经西昌、冕宁等地，至甘孜泸
定结束。

据剧组人员介绍，《彝海结
盟》于今年3月1日在凉山州冕宁
县彝海开机后，转入浙江横店影视
基地拍摄。到本月中旬，再次进入
凉山州境内拍摄剩余部分，计划于
今年6月杀青转入后期编辑，预计
将于年底在央视播出。

柏林·巴黎广场。图据德国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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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全包”
850欧元自费全包了

从柏林墙遗址这个传统“东
西欧分界线”一路向东，本次行
程涵盖了德国、奥地利、匈牙
利、捷克、斯洛伐克5国，同时
沿用了此前西欧主题游的“一价
全包”模式，16800元的报价包
含高达850欧元的自费项目，不
会再向游客二次收费，诸如签证
费、服务费、随身WIFI等费用均
包括在内，行程不会再有自费项
目，并且杜绝购物店，让你有充
足的时间游玩。

此前参加了西欧主题游的李
泰临，昨日再次来到华西旅游俱
乐部咨询，他说：“一价全包模
式很好，我对华西旅游俱乐部很
放心！”

官方认证
荷航787客机直飞欧洲

作为此次主题游活动的官方
合作伙伴，德国国家旅游局和荷
兰皇家航空公司将提供品质保障

和一系列便捷。德国国家旅游局
盛情邀请四川游客前往啤酒之
都，零距离感受德国啤酒文化，
亲身品味地道的德国啤酒。同
时，德国旅游局也为本次主题游
的成员们准备了精致礼品。

此次行程游客将搭乘荷兰皇家
航空公司全新波音787-9梦想客
机，它将为大家提供更加舒适的飞
行体验，机上双语引导的娱乐系统，
也能让乘客的空中旅行不再枯燥。

精致体验
从莫扎特音乐会到米其林餐厅

据悉，本次行程全部个性化定
制，从食、宿、娱等全方面提升旅行
的品质体验。多样化的旅行元素，
可以吸引不同偏好的游客，比如喜
欢艺术的人，一定不会错过莫扎特
音乐会；而吃货们大概不会放过布
达佩斯的宫廷餐和查理大桥米其
林推荐餐厅。

除此之外，历史文化、建筑艺
术以及自由浪漫的波西米亚风情，
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元素。本次旅
行一定会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别致
的东欧风情。 李彦

挤眉弄眼、吸鼻子甚至抽搐、
大吼大叫、扭脖子、不自主地骂脏
话……就像着了“魔”一样，患有
抽动症的孩子让人觉得又可气又可
怜。儿童抽动症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今天我们邀请了儿童发育行为
方面的专家，来为大家解读。

疑问一：有抽动症的孩子为何
会不自主地骂人？

专家解答：抽动症是一种以多
发性不自主的、反复的、刻板的、
快速的一个或多个部位肌肉抽动，
语言或行为障碍为特征的综合症。
其症状表现主要为多发性抽动和发
声性抽动。多发性抽动包括面部肌
肉抽动和躯干部肌肉抽动，发声性
抽动则表现为喉鸣音、吼叫声，可
逐渐转变为刻板式咒骂（不自主地
骂人）、陈述污秽词语等。

疑问二：我儿子七岁，最近总
是挤眼睛、吸鼻子，刚开始我没在
意，后来他挤眼睛越来越频繁。这
到底是抽动症还是眼睛的问题？

专家解答：如果孩子频繁地挤
眉毛、瞪眼睛，甚至伴有吸鼻子、
张嘴巴等动作，那极有可能是抽动
症。另外一种情况，孩子频繁挤眼
睛，还可能伴随眼角有分泌物、眼
睛发红、爱打喷嚏等症状，这可能
是患了过敏性结膜炎。建议家长带
孩子就医检查，对症治疗。

五月公益行，初夏儿童健康计划
公益普查正在开展。拨打热线
028-96111咨询预约，可享受发育
迟缓、智力低下、说话晚免费检测。
普查对象：1-18岁。 王璐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寰）5月
18日，成都市石室双楠实验学校举
行“中小学艺术教育衔接实践与研
究”结题报告，校长何光友说，作为九
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实行“5.5+3.5”
的学制改革，艺术贯通了整个中小学
教育。学校为此启动了音乐、美术等
模块教学。美术设置了“雕塑、色彩、
综合纸艺、素描”四个模块，音乐则设
置了“声乐、器乐、舞蹈、蜀韵”四个模
块，4到7年级的学生都可以根据兴
趣选择一门艺术，以满足每个孩子的
兴趣。对于在专业上有所造诣的学
生，学校每天下午“开小灶”，实行分
层教学。

曾经有人担心，艺术得到足够的
重视，势必会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
不过清华大学的相关课题研究发现，
学生考试成绩不降反升。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
李越说，所谓教育，就是培养人的社
会活动，促进孩子的发展就是最好
的教育。3年来，李越到过石室双楠
实验学校3次，他说深刻地体会到了
孩子们的快乐，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他认为学校的这项研究很有意义。
据了解，未来4年里，学校将建成8
间智能录播教室，教师现场授课将
自动生成教学实况录像上传，使远
端学校课堂实时直播或课后点播更
加便捷。

携家眷“蒸发”
潜逃后用改号电话联系

2014年 4月，自贡某公司负
责人、48岁的周某突然人间蒸发，
背后的原因涉嫌经济犯罪，涉及金
额高达上千万元。一同消失的，还
包括其妻子、儿子和儿媳。

电话打不通，就连平时开的豪
车也被藏匿起来。但潜逃期间，狡
猾的周某仍通过改号电话与自贡
关系人保持着联系。一时间，警方
的查找陷入僵局，该案成为2014
年底自贡市唯一未破获的重特大
案件。

2015年 1月，民警章雷开始
参与案件侦破。茫茫人海从何下
手？章雷分析，周某没有出境，也
没有入住过宾馆旅店，最大的可能
就是投靠了亲朋好友。

“这类亲朋必须满足两个条
件，一是与自贡本地联系少，以防
走漏风声，二是关系非常好，不会
出卖他。”经过筛查，章雷从周某的
上百名亲朋中筛选出了20多人。

手机实景地图
锁定嫌疑人藏匿小区

随后的调查分析，使周某逐渐
露出了狐狸的尾巴。警方发现他
曾在广州一家银行网点取钱，交易
次数频繁。章雷将信息交叉比对，
发现他有一名亲密的关系人住在
广州某小区。

小区和银行网点有什么联
系？没赶赴广州实地侦查前，这一
切都是谜。

章雷灵光一闪，何不用手机地
图的全景照片“实地”查看一番？

他打开手机地图，惊喜地发现小区
和该银行网点仅一街之隔，“周某
腿部有疾，加之儿媳怀孕不便长距
离活动，从外观上看，这个小区较
高档，对于阔绰的周某来说是比较
适宜的藏身地。”自贡警方据此大
胆判断，住在该小区的关系人就是
潜逃嫌疑人周某的投靠人，周某有
极大可能还藏匿在该小区。

腊肉香肠“露馅”
嫌疑人被抓时躲被窝

2015年1月20日，章雷等一
行民警前往广州，乔装进入目标
小区观察和蹲守。几天后，周某
儿子的身影出现在警方视线中，
可具体居住房间不得而知。

细心的章雷注意到，2楼一
户阳台上挂着腊肉和香肠，窗户

被遮得严严实实。诸多不同寻常
的表象让他推断，那可能就是周
某的家。

2月 5日，章雷跟随广州警
方，以例行检查的名义敲开了2
楼那家住户的门。一个中年女人
开了门，章雷暗自欣喜：没错，
正是周某的妻子！他还注意到，
对方的目光不敢直视他。面对民
警的询问，女人谎称是来走亲戚
的，家里只有她一人，但她既没
说出真实姓名，也不愿出示身份
证。

在对卧室进行搜查时，民警
看见一个人躲在被子下，不敢露
头，掀开被子一看，那人正是周
某。

随后，周某被押解回自贡。
目前，该案已进入审判阶段。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天宇

周某，2015年自贡公安经
侦支队追捕的“一号目标”，因涉
及经济犯罪，案发后携家眷潜逃
8个月，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他究竟躲到哪里去了？警方
的追查从未懈怠，但线索的缺失让
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就在大
家几乎束手无策时，手机实景地图
派上了用场，帮助警方锁定了周某
暂住的广州某小区。而阳台上晒
的腊肉和香肠，更是“出卖”了他家
的具体位置。民警找上门时，周某
竟躲在床上，钻进被子不敢出来。

5月18日，自贡市公安局经
侦支队办案民警章雷向华西都
市报记者讲述了抽丝剥茧、最终
抓获周某的经历。

官方认证推荐 荷航787直飞欧洲

16800元一价全包 最佳时间畅游东欧
华西旅游俱乐部电话：028-86969902、86969128

最近，赴东欧旅游的
游客数量大幅上升，东欧
成为欧洲除西欧外的第二
大出行选择。赴东欧旅游
最适合的就是七月，每个
国家的气候条件都会让人
感觉非常舒服，而且在这
期间，东欧气候宜人，风景
秀丽。

本次华西旅游俱乐部
“一价全包东欧5国10日
游”活动一经推出，迅速受
到了游客的追捧，目前报
名正在进行中。

阳台上的腊肉香肠
“出卖”潜逃嫌疑人的居住地

自贡警方通过蛛丝马迹锁定并抓获潜逃广州、涉案金额上千万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

天府新区鹿溪河生态绿地
系统，水沟上加铺了透水布和鹅
卵石，能过滤雨水带来的泥渣。

近日，成都市建委发
布消息称，成都已编制完成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库，总计
130 个项目，总投资 554
亿元。其中2016年计划
实施项目 60 个，总投资
100亿元。海绵城市，正在
我们身边悄然密布地建设。

成都的“海绵城市”到
底长啥样？能为我们的生
活环境带来哪些改变？未
来，成都人将生活在一个怎
样的城市环境中？5月17
日，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天
府新区，独家探访成都正在
建设中的海绵城市，揭开
“未来城市”的神秘面纱。

“所谓海绵城市最理想的状
态，就是土地建设开发后，也能
保持建设之前的状态。”王琪这
样描述自己对海绵城市的憧憬。

“ 整 个 项 目 就 像 个 巨 大 的
‘海绵体’，让雨水能够‘听指挥
’，流到该流的地方，该排的时
候再排。”王琪认为，所谓海绵
城市，指的是城市能够像海绵一
样，在降水时可以实现吸水、蓄
水等功能，而需要时，又可以将
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原本土地是
会“呼吸”的，雨水被土地“吸
入”地下，经过生态循坏后，再

“呼出”降雨。“海绵体”的建
设，就是给城市土地留出呼吸的
空间。

目前，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
正在打造 6 个海绵城市建设示范
工程，包括天府公园、兴隆湖环
湖绿地景观、鹿溪河生态绿地系
统等，都将在2016年底前建成。

这些海绵城市的建设方法是
否能够推广？王琪认为，目前成
都已经实施了一批海绵城市的建
设项目，各个项目具体实施方法
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如
果一种建设方式的实验效果好，
可以推广到海绵城市建设的其他
区域。

华西都市报记者刘秋凤
摄影刘陈平

天府新区兴隆湖边的环湖路，可以吸收集纳雨水。

兴隆湖环湖绿地景观带
海绵型道路
能吸干雨水的“吸水路”

在兴隆湖边，一条红色环湖路
格外引人注目。远观，它像操场塑
胶跑道，近看，它的表面由不规则
的小石块组成，还涂了一层红色的
釉。

建设方总工办相关负责人王
琪告诉记者，这是一条能吸干雨水
的海绵型道路。即使下再大的雨，
路面也不会有水洼，以往雨天市民
常遭遇被溅起一身脏水的囧况，在
这里不会再出现。

记者用一瓶矿泉水做实验，将
水倒在路面上。普通的沥青路或
水泥路，水倒上去后会积在路面上
慢慢蒸发，而这里的路就像一块海
绵，瞬间就会将水全部吸走，路面
上不留一点积水。

王琪说，这是因为道路上铺着
一种15厘米厚的透水混凝土。它
由不规则的小石块（米石）、水泥
浆、添加剂粘合在一起，能将雨水
渗透并储存到道路里。一部分蒸
发，一部分则通过埋在道路结构层
的穿孔管，过滤后流到绿化地里进
行灌溉。

“由于这里土壤的影响，这条
道路是半透水铺设。”王琪提到，如
果土壤好，可以进行全透水铺设，

雨水可以直接渗透至地基。这种
“吸水路”主要铺设在人行道、观景
道、休闲绿道等道路。

“吸水路”的造价是多少？王
琪估算，它比普通的水泥混凝土路
造价要贵约40%。但比起沥青混
凝土路，这种“吸水路”的造价则要
便宜得多。

鹿溪河生态绿地系统
海绵型小区
地下建“大水箱”蓄水

下大雨，在城市里不会再“看
海”了。王琪说，海绵城市的地下
藏着很多个“大水箱”，可以把雨水
储存起来并加以利用。

在鹿溪河生态绿地系统里，正
在建设一座生态厕所。厕所旁边
有一处大坑，是正在建的“蓄水模
块”，四周由防水布覆盖。它像一
个由很多个小水箱组成的大水
箱。水箱藏在地下，表面用植被覆
盖，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雨水能
够经斜坡，通过埋在地下的管道或
者地面入口流进“大水箱”中，可以
用于植物浇灌、厕所冲洗等市政公
共用水。

“这个可以用于海绵型小区的
建设。”王琪告诉记者，小区的地下
也可以建一个“大水箱”，在下大雨
时滞蓄雨水，而经过过滤的雨水可

以浇灌小区的花木。

海绵型绿地
石头缝里长出植物幼苗

未来的海绵城市里，将没有臭水沟。
普通的水沟上盖着一个雨篦

子，暴露在外。而在鹿溪河生态绿
地系统中，海绵型水沟的雨篦子上
铺着一层“透水土工布”，上面铺了
一层小鹅卵石，相当于给水沟戴了
一顶帽子，用于过滤雨水带来的泥
渣。王琪说，这些透水土工布虽然
价格便宜，但用十年不成问题。如
果泥渣堆积过多，才会更换布。

值得一提的是，海绵型城市的
水沟相当透气，不再被混凝土封得
严严实实。王琪指着另一侧水沟
告诉记者，这种海绵型水沟没有雨
篦子，他们在水沟里直接铺上泥土
和鹅卵石，同时撒上植物种子，以
后植物就会从鹅卵石的缝隙里长
出来。这样的水沟就像一条小溪
流一样，穿行在城市里，形成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

“两种海绵型水沟搭配使用，
不仅可以过滤雨水，也可以滞蓄
水，为城市减缓内涝。”王琪说，如
果将这些过滤后的雨水收集起来，
还可以改善水质，为旱期补水。通
过海绵化的整体改造，希望保证
80%至85%的雨水能够人为收集
净化。

建海绵城市就是打造
会呼吸的城市生活空间

专家解读

水倒在这种海绵型道路上，
瞬间就会被吸走并储存起来。

道路变吸水海绵城市下雨不“看海”
今年成都计划实施60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石室双楠实验学校
开设音乐美术模块

着了“魔”的抽动症
听听专家怎么说

《彝海结盟》电视剧组
重走长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