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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误食农药 交警一路护送
男子
误 食 农
药, 交警
紧急送医
化险情。

交警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
驾驶警车的民警叫谭军， 是达州
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火车站中
队民警，接到指挥中心的指令后，
他立刻驾驶警车与该车汇合，并
迅速了解情况。 据了解，吞服“百
草枯”的男子昏迷不醒，车上有他

配电房传巨响 竟是小猫做怪
小
区配电
房发生
巨响，竟
是小猫
在作怪？

近日， 达城南外一小区的配
电房发出一声巨响,之后，整个小
区住户的家中都停电了。 附近居
民纷纷猜测是配电房发生爆炸。
事发后， 记者第一时间赶到

华蜀南路 287 号桃李苑小区 的
配电房了解情况，现场的围观群
众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情景。 业
主杜女士告诉记者，当时声音很
大，出门查看发现配电房冒出了

浓烟， 大家议论说是变压器炸
了。
由于当时配电房发出了一声
巨响， 所以许多不明缘由的围观
群众都以为是变压器发生了爆
炸。其实，事发原因是一只小猫为
了取暖躺在变压器上， 从而引发
变压器三相短路， 配电房气压增
高，温度骤升，配电房的门变形爆
开而发出巨响。了解情况后，附近
居民不再担忧， 只希望能尽快恢
复供电。
事发后， 国家电网相关工作
人员也在现场进行紧急抢修，并
承诺会尽快恢复供电。
（玉龙 张璐）

新气表变“电老虎” 居民吃不消
气表
电池频频
更换,小
区住户有
意见?

近日， 有市民打来热线电话
反映称， 自己居住的小区自从新
安装了天然气表后， 需要频频更
换电池才能保证供气， 这给小区
住户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记者来到通川区桑树巷 96
号市委家属院内， 小区住户向记

者反映，从 2018 年 8 月，达州华
润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为小区
住户进行气表检查后， 统一更换
了新的气表。不过从去年 12 月中
旬开始，住户们却发现，气表的电
池需要经常更换才能使用。 记者
了解到，小区统一更换气表之前，

气表里的电池一年才更换一次。
而安装新气表后， 业主们多次更
换电池。 据了解， 该小区总共有
110 户住户， 其中 70 户受到影
响，张女士家也是其中一户。她告
诉记者，自从更换新气表后，她平
均七八天就会更换一次电池，这
给她的生活造成很多困扰。
随后， 记者将该情况反映给
达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工作人
员表示，这批表是由厂方发货，技
术监督局校正， 他们并不清楚为
何如此耗电， 要拆除后进行检查
才能得知。他们已与厂方联系，重
新换掉这批表。
（玉龙 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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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达州市交警直属一大
队火车站中队接到指挥中心指
令， 一辆车牌为川 SYV5** 的私
家车求助， 称该车正从河市方向
开往医院，车上载有一位吞服“百
草枯”的男子急需送医抢救，请求
交警开道护送。

的父母陪同。 当时由于道路施工
车流量大， 谭军立即与驾驶员沟
通， 让驾驶员跟随警车一起前往
医院。警车开道，整个过程沿途的
交警帮助疏导交通， 开辟出了一
条紧急通道， 到达附近的医院约
5 公里的路程。 时值晚高峰，沿途
有 6 个红绿灯。但此刻，时间就是
生命， 谭军驾驶警车在沿途交警
的配合下一路狂奔至医院， 仅仅
用了 4 分钟时间， 直到顺利将男
子背到医院救治， 安抚好亲人的
情绪后，谭军才离开。
谭军告诉记者， 距事情过去
两天后， 该男子的父亲来到他们
的工作岗亭，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同时， 他们也得知吞服农药的男
子身体已恢复正常。
（张笛 罗华）

此前， 竞彩足球胜平负
在单个周期内的
“单固”场次
偏少， 很多购彩者都觉得猜
起来
“
不过瘾”。 而在 1 月 18
日至 25 日， 除亚洲杯之外，
竞彩将开售 40 场“单固”，以
购彩者喜闻乐见的欧洲主流
联赛及杯赛为主， 具有时段
优势的澳超也在竞猜之列。
德甲冬歇期结束， 于 1
月 19 日凌晨打响下半程首
场比赛， 由霍芬海姆对阵拜
仁慕尼黑。 霍芬海姆连续 9
轮联赛不败， 但此前陷入平
局怪圈。 拜仁与榜首有 6 分
差距， 在结束了卡塔尔冬训
之后， 球队期待取得下半程
开门红， 而老将里贝里将因
伤缺勤。
1 月 20 日凌晨， 德甲另
一场重头戏将在莱比锡红牛
与多特蒙德之间展开。 莱比
锡红牛以防守见长， 而多特
蒙德攻击力冠绝德甲。 在这
场“矛盾大战”中，平局赛果
不容忽视。
英格兰赛场上， 多场伦
敦德比是本周期的焦点。1 月
20 日和 25 日凌晨，切尔西将
先后在英 超 客 场 挑 战 阿 森
纳， 英联杯半决赛次回合主
场迎战热刺。 切尔西一周双
赛， 面临体能方面的巨大考
验。
1 月 19 日晚上， 皇家马
德里将在西甲赛场上迎战塞
维利亚。 两队积分相同，此前
都要分心国王杯。 塞维利亚
客场胜率平平， 不过做客伯
纳乌球场挑战今不如昔的皇
马，未必没有取分机会。
意甲第 20 轮其中 6 场
比赛也在竞猜之列， 涉及尤
文图斯、 米兰双雄、 罗马双
雄、那不勒斯等传统强队。 其
中， 那不勒斯将与拉齐奥直
接碰撞。
1 月 23 日凌晨， 葡联杯
半决赛将上演本菲卡与波尔
图的强强对话。 本菲卡与波
尔图虽不像前者与死敌里斯
本竞技那样水火不容， 但两
队交锋毕竟是葡萄牙国家德
比， 本菲卡迎战葡超领头羊
波尔图必然不遗余力。
凯尔特人和格拉斯哥流
浪者是苏超赛场上的一对老
冤家。 自从格拉斯哥流浪者
回归苏超之后， 数年间稳步
提升， 对凯尔特人的威胁越
来越大。 本赛季迄今为止，两
队在积分榜上并驾齐驱， 格拉斯哥流
浪者因净胜球劣势暂居次席。 1 月 24
日凌晨， 凯尔特人将在主场迎战圣米
伦， 格拉斯哥流浪者将在客场对阵基
尔马诺克。
1 月 18 日至 23 日进行的澳超两
“
单固”。 目前
轮比赛中，其中 9 场入选
的领头羊珀斯光荣将相继对阵墨尔本
（刘曦晖）
城和阿德莱德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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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提醒广大球迷及购
彩者：快乐购彩，理性投注，请注意控
制购彩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