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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今晚开打，
市城区酒吧皆推出优惠活动

喝啤酒看足球
技痒还能踢两脚
老城某商家为迎接世界杯对店面做了精心布置

商家活动
看球必备投影仪
菜品啤酒大优惠
“激情世界杯 热血青春季”，
位于古渡路的大味烧烤大门宣
传广告语格外醒目。店老板告
诉记者，为了吸引球迷食客，他
们提前筹备，推出了麻辣田螺、
油焖大虾等特色菜，提供冰镇啤
酒、西瓜，
“我们还专门制作了一
个用来固定投影仪荧幕的金属
架，世界杯开打后我们会在广场
直播球赛，让广大球迷朋友既饱

口福又饱眼福。”
在下河街足彩乐吧，球迷朋
友们除了购买足彩外，还可以在
店内的大厅观看球赛直播。记
者看到，为迎接世界杯，该店内
的天花板挂满了各个参赛国家
的国旗，巨大的激光投影屏幕占
据了一整面墙，店门口还立着赛
事时间表。陈姓店主也是资深
球迷，他说，
“我很看好巴西队和
法国队，世界杯期间我们店会推
出相关竞猜活动，猜中的人喝什
么送什么。”

今日 23 时，2018 俄罗斯世界杯即将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
育场开幕，引爆这个夏天。这个夏天，你将如何度过？是一个人
买点鸡爪子，从冰箱取出冻了许久的啤酒，独自坐在客厅看球？
又或者是约上朋友，以球会友，在某烧烤摊、某酒吧包间、某广场
和其他球迷朋友们一起共度良宵。昨日，记者在市城区搜罗到
了一些可观看世界杯直播的场所，供广大球迷朋友参考选择。

在万缘托斯卡纳钟楼广场，
旧故里音乐餐厅也准备了观影
投影仪，还推出了菜品、啤酒赠
送等活动。
记者走访发现，市城区的各
类酒吧、烧烤店都针对世界杯推
出了优惠活动，但多以竞猜比赛
结果赠送啤酒为主。

球迷参与

免技痒。据万达广场五人制灯
光足球场负责人曾凯强介绍 ，世
界杯期间，他们将策划一场广元
本土的五人制“世界杯”球赛，现
在各项工作正在筹备中。
据了解，该球场为广元首家
五人制灯光足球场，今年 4 月投
入使用。
“每天夜幕降临时，球场
就热闹了起来，很多球迷都来到
这里踢球。”曾凯强说。

激情一夏
组队参加本土“世界杯”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汶进 文/图

每天看世界杯，广大球迷难

长蛇早起散步 吓坏一群路人
大胆市民擒蛇放生，
林业部门提醒市民
“莫乱逮”

何先生捉住长蛇 网友供图
昨日清晨，一条长蛇竟然悠闲
地来到上西某小区外的路上散步，
吓坏不少晨练的市民。后来一名
胆子较大的小伙子路过此地，几次

尝试最终将蛇捉住并带至山林放
生。对此，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提
醒，入夏时节蛇类活动频繁，遇到
切莫试图捕捉，应当求助专业机

构，
防止被咬伤带来危险。
昨日上午，记者在事发地附近
的一个汽修厂找到了擒蛇的何先
生。据其介绍，昨日 7 时许，一位
晨练大爷路过这里时发现长蛇，吓
得大家都绕道而行。
“ 我当时听过
路的人说，然后就去看稀奇。”何先
生说，当时有很多上学的孩子经过
那里，但看到蛇都不敢走。
“我老家
在农村，夏天经常见到蛇，也知道
怎么抓。”
为了让大家不再害怕，何先生
决定将蛇捉住，
“ 我当时从蛇的后
面靠过去，没想到它还挺警惕，昂
头摆出攻击架势，后来我借来附近
小区保安的防暴棍敲击地面吸引
蛇的注意，然后一把抓住蛇尾，再
迅速卡住蛇的七寸。接着我把蛇
装进一个口袋，拿到后面的山林放
生了。”
通过现场市民拍摄的照片，市

林业和园林局野生动物保护科工
作人员辨认，这是一条野生成年王
锦蛇，俗称菜花蛇。主要生活在丘
陵和山地，在平原的河边、库区及
田野均有栖息。其动作敏捷性情
凶狠，爬行速度快，会攀岩上树。
主要以鼠类、蛙类、鸟类及鸟蛋为
主食。该物种已被列入中国国家
林业局 2000 年 8 月 1 日发布的《国
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
对这条蛇为何出现在居民小
区外，野保科工作人员分析，近期
气温升高，有可能因夜间觅食或纳
凉进入人类聚居区。温馨提示广
大市民，入夏后蛇类活动频繁，尤
其是城乡接合部，早出晚归路过植
被茂盛处或背阴角落，应提防蛇类
出没，注意安全，防止被咬伤。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任茂心

四人组团“炸宝”专门诱骗老人
12 日，利州区公安分局东坝派
出所成功打掉一诈骗团伙，抓获违
法 嫌 疑 人 郭 某（男 ，42 岁）、叶 某
（男，61 岁）、廖某（男，52 岁）、李某
（男，
42 岁）四人，
均为四川富顺籍。
今年 6 月初，该所多次接群众
匿名举报，称有一“炸宝”团伙在东
坝辖区流窜，该团伙趁黎明之际在

市第一人民医院周边作案，掌握情
况后，派出所立即安排民警连续多
日着便衣于凌晨 5 时许到群众举
报地点周边巡逻蹲守，直至 6 月 12
日凌晨，民警成功将该四名违法嫌
疑人抓获归案。
经查，2018 年 6 月初，以郭某
为首的“炸宝”团伙在自贡密谋到

广元开展“炸宝”活动，诈骗目标为
中老年群体。12 日，四名违法嫌疑
人流窜至市第一人民医院西门外，
利用自备的手镯、手电筒、剃须刀
等“奖品”，由郭某摆摊，叶某、廖
某、李某三人做托、望风，让群众免
费刮奖赠送礼品，并返现金的方式
诱骗他人，后骗取受害人陈某现金

人民币 600 元。
目前，违法嫌疑人郭某等四人
已被分别给予行政拘留十五日的
处罚。

向丽蓉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赵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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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孤儿就医
定点医院增至 8 家
广元晚报讯（全媒体记者 管
寒冰）昨日，记者从市民政局社会
事务科获悉，从本月起，我市“明天
计划”项目定点医院由原来的 2 家
增至 8 家，实现了全市县区定点医
院 全 覆 盖 ，惠 及 全 市 600 余 名 孤
儿。
“明天计划”全称“孤残儿童手
术康复明天计划”，民政部于 2004
年 5 月启动该计划，具体是用福利
彩票募集的资金为具有手术适应
症的残疾孤儿实施手术矫治和康
复。根据省民政厅于 2016 年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明天计划”救
治工作的通知》，
“ 明天计划”的救
治对象是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
0 到 18 岁的孤儿，救治范围是孤儿
所患当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范围内的各种疾病。
据介绍，孤儿所产生的医疗费
用，在办结大病医保、新农合等报
销手续之后，剩余部分超过 3000
元的，可以根据“明天计划”实行据
实结算，低于 3000 元的，则不可报
销。患儿的监护人可前往所在地
民政局填写《
“明天计划”医疗资助
申请书》提出申请，报送资料一般
在 3 个工作日内就可完成审核。
这 8 家医院分别是市中心医
院、苍溪县中医医院、旺苍县人民
医院、剑阁县人民医院、青川县人
民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朝天区
中医院、昭化区人民医院。

“贡米之乡”
举办插秧比赛
广元晚报讯（全媒体记者 管
寒冰）眼下正是插秧时节，有贡米
之乡美誉的剑阁县东宝镇近日在
第二届插秧文化节上举办了别开
生面的插秧比赛。经过 1 个多小
时的激烈角逐，最终群众队获得插
秧比赛第一名。
据悉，当天的比赛在该镇的西
阳村稻田里举行，共有当地村民与
巾帼志愿者、社会团体代表和各地
的游客等 100 余人参加。经过 1 个
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群众队获
得插秧比赛第一名，绵阳市广元乡
情联谊会和剑阁新联会分获第二
名和第三名。
据了解，东宝镇物产丰富，尤
以稻米为贵，水稻种植史上千年，
素有贡米之乡的美称。2018 年，
该镇采用膜上移栽、三维强化栽培
技术，有机水稻试种区已扩大到
2000 亩，全过程不施农药、化肥，
仅用少量生物药剂和农家肥，因
此，稻谷价格高于普通水稻，每亩
产值比普通水稻增收 600-800 元。
消费投诉：
12315

质监热线：12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