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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 看似平常的数字
却拥有不平凡的意义。 人生
若只 80 年， 除去幼小和年
迈， 再扣除卧床睡眠、 精心
工作 、 乘车吃饭等等时光
后， 剩下的自由时间就仅仅
只有 12 年 。 童年 、 少年 、
青年、 中年、 老年层层递进
规律中 ， 12 年前 ， 你在哪
个位置 ？ 12 年后 ， 你又会
忆起什么……

回望每个人的 12 年，感
触颇多的还是自己，是收获、
是喜悦、是感动抑或是充实，
犹如人生的变奏曲， 历经波
折与艰险跚跚而来。

回望金佰川的 12 年，与
消费者风雨同舟， 见证整座
城的成长经历之余也迎来了
自己蓬勃的辉煌历程！

自成立迄今， 金佰川鞋
业屡获 “青海省著名商标”、
“百城万店无假货”、“诚信企
业”、“消费者中最具影响力
的十大知名品牌”等殊荣。并
荣膺中国皮革工业协会 “真
皮标志” 会员暨青海省唯一
指定推广单位。

如今， 我们脚下的鞋已
经远远时尚前卫于 12 年前，
款式与种类日新月异且成倍
地刷新，旅游鞋、运动鞋、休
闲鞋、正装鞋、礼鞋、时装鞋、
职业鞋、 前卫鞋 （轻型旅游

鞋、四季鞋、船跟鞋、平底凉
鞋、 简饰高跟鞋、 铆钉锯齿
鞋、 多重绑带鞋、 大粗时装
鞋）等等大类琳琅满目，鞋品
领域的充实就像我们的生
活， 一波一波的高潮为每个
年龄层的每个人提供了足下
非凡的享受。

毋庸质疑，时代的变迁，
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精
神需求的增强和提高， 艺术
精神越来越走向和融入物质
生产和生活， 这就为物质产
品凭添了一个审美层面，人
们在这 12 年中已经由单纯
的满足物质需要上升到追求
风格内涵与自身个性相吻合
的和谐美。 风格， 是指一个
时代、 一个民族、 一个流派
或一个人的艺术作品所表现
的主要思想特点和艺术特
征， 鞋靴产品作为现代物质
产品具有艺术审美因素， 因
此每一个品牌的鞋靴产品都
应具有能够体现其思想与精
神内涵和艺术特征的风格。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
一步步成形， 金佰川鞋业在
引进童鞋之后也将足下护卫
拓展为全年龄段覆盖。 缔造
全国鞋业超级连锁终端， 成
就辉煌， 是金佰川与生俱来
之愿。 足下轮转越发时尚，
每个人定会越发美丽！

金佰川鞋业 12 周年庆典特别策划之一

细数年轮 12载 金佰川鞋业全覆盖

今年中秋的月亮是 “十
五的月亮十五圆”，往后的几
年，中秋月都不在十五圆了，
下 次 要 到 2021 年 9 月 21
日。 记者从四川省专业气象
台也打探到了 “赏月信息”：
成都市民近 7 年只有两年中
秋节见到了满月。 而这七年
里，2006-2010 年都是“十五
的月亮十六圆”，去年成都市

民才见了一次中秋“十五圆”
的月亮。

9 月 19 日是大家期待
的中秋节， 这个节日受瞩目
的不仅是假期、月饼，还有月
亮。 微博上已经开始充斥着
各种赏月攻略。 “今年中秋月
亮最圆时刻出现在 9 月 19
日 19 时 13 分。 ”中秋赏月别
错过，自明年开始，中秋节的

月亮都不在十五圆 ， 直到
2021 年 9 月 21 日， 十五的
月亮才会再次“十五圆”。

根据紫金山天文台的统
计， 满月出现在十五的概率
是 50%， 出现在十六的概率
是 40%。 为啥月圆时间每年
不一样？ 四川省天文协会副
会长曾阳说， 造成这种偏差
的因素很多。 最主要的有两

点， 一是月亮绕地球的运转
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存
在近地和远地之分， 月亮的
视直径会有变化。 二是月球
公转的轨道平面不固定，这
个椭圆面的拱线， 会随着月
球的公转方向向前移动，这
种移动也导致了月圆时间不
一。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

8月 30 日晚上， 一位网
友发布微博称， 他的孩子在
北京朝阳区十里堡华堂商场
对面的街道险些被人抢走 ，
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 孩子
的母亲才护住婴儿车。 记者
注意到， 去年 5 月和 12 月，
分别有两位网友发布了同样
的遭遇， 事发地点也是在十
里堡华堂附近。 8 月 31 日朝
阳警方表示， 目前正在对案
件进行调查。

孩子“险被抢”歹徒被赶跑

“今天 18 点 35 分，在朝
阳路十里堡华堂对面， 孩子
他妈遭遇孩子被抢劫的事

件， 所幸他妈拼死护住孩子
逃过一劫……” 前天晚上新
浪微博网友 “李金辉 B 阿里
巴巴” 发布微博介绍了自己
的孩子遭人 “硬抢 ” 的经
过。 他说， 当时孩子的妈妈
推着婴儿车从十里堡华堂商
场往家走， “背后突然来了
一名 50 岁男子拉开婴儿车
的罩子就想抱走孩子， 孩子
妈和歹徒拉扯了五分钟， 并
且拼命呼喊， 旁边俩阿姨赶
来帮忙， 威胁报警后男子才
肯离去。 ”

巧合的是， 这一幕被另
一位网友“groryia”拍下:“下班
等车时亲眼所见抢孩子的一

幕，一名 50 岁左右的男人在
车站等车， 这时一位年轻的
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 男的
突然跟了上去跟了两步就开
始抢车，吓了那妈妈一跳，妈
妈开始嚷嚷， 可是旁边的人
看了好一会儿才来帮忙 ，万
幸最后救下了孩子! ”

“抢娃案”不止一起？

事发地点位于华堂商场
北侧的便道， 附近商铺的店
员证实了 “李金辉 B 阿里巴
巴”的说法。 记者先后多次联
系发布消息的两位网友 ，但
均未得到回应。 “李金辉 B 阿
里巴巴”发布消息称，当晚自

己已经去派出所报案。 他觉
得，此人也许精神异常，不然
不会当街抢孩子。

记者注意到， 去年 5 月
和 12 月，先后有两位网友发
布了在十里堡遭遇的此类事
件， 发生的地点分别在华堂
商场内的太平洋咖啡厅附近
和华堂商场周边， 事发时均
是当街直接“硬抢”或是疑似
要“硬抢”。 不过截至记者发
稿时， 这两位网友也未对记
者的询问进行回应。

警方辟谣“抢娃案”系
多发 称仅接警一例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平安北京”9 月 1 日发布朝
阳公安分局的辟谣声明。 声
明称，警方除前日所接“十里
堡地区一男人欲抱婴儿车内
小孩未遂”的报警外，未接到
过其他发生在十里堡地区的
涉及“抢孩子”的警情。

声明指出， 今日北京某
报刊发文章 “警方介入调查
十里堡抢娃事件 ”。 文章称
“去年 5 月和 12 月， 先后有
两位网友发布了在十里堡遭
遇的此类事件 ”，经查 ，警方
除前日所接 “十里堡地区一
男人欲抱婴儿车内小孩未
遂”的报警外，未接到过其他
发生在十里堡地区的涉及

“抢孩子”的警情。 文章中引
用的网友所述不属实。

声明介绍， 针对前日所
接群众报警， 朝阳警方迅速
开展调查工作， 通过走访目
击群众， 多名群众指出那名
欲抱起婴儿车内小孩的男子
行为举止异常 、 满嘴酒气 ，
该男子先是试图强拿路边摊
贩所售卖的袜子， 被商贩制
止后， 转身走向婴儿车， 欲
抱起婴儿车内小孩， 被孩子
母亲和周围群众呵斥阻止后，
该男子自行离开。 目前， 朝
阳警方正全力查找涉事男子。

据中新网 、 《北 京青 年
报》报道

今年中秋 十五月亮十五圆
满月中秋节下次等 8 年

北京：婴儿闹市险被陌生男抢走
警方否认“抢娃案”多发称仅接警一例

新华社上海 9 月 1 日电
来自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的消息称， 上海市翁牌冷藏
实业有限公司 8 月 31 日重
大事故的直接原因初步认
定， 系公司生产厂房内液氨
管路系统管帽脱落， 引起液
氨泄漏， 导致企业操作人员
伤亡。

据上海市卫生计生委 9
月 1 日中午披露，25 名受伤
人员经过积极有效救治，目
前生命体征均为平稳。

目前， 上海市安全监管
局已部署对全市使用液氨的
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大检
查，着力做到举一反三、防范
事故。

“8·31”重大事故发生以
后， 上海市安全监管局立即

会同市质监局、市监察局、市
公安局、 市总工会、 宝山区
政府， 并邀请市检察院组成

事故调查组 ， 开展调查工
作。

据调查， 有关部门已初

步认定 “8·31” 重大事故直
接原因， 系公司生产厂房内
液氨管路系统管帽脱落， 引
起液氨泄漏， 导致企业操作
人员伤亡。 目前， 事故调查
组已对厂房建设 、 设备安
装、 日常监管等展开调查，
并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
相关设备设施进行技术鉴
定。

宝山区 8 月 31 日晚上
召开党政负责干部会议，通
报 “8·31” 重大事故处置情
况，抓紧做好伤员救治、家属
安抚等工作。上海市、区环保
部门强化对涉事周边环境的
监测工作， 据上海市环保局
介绍， 本起事故未对周边环
境造成影响， 目前周边空气
质量属于正常。

上海液氨泄漏事故原因初步认定
系管帽脱落引起泄漏

又是一年开学季， 当大学新生的父母们还在为选择
火车、飞机或自驾送孩子上学发愁时，张超、张讯父子却
选择了一种“另类”的方式：冒着近 40℃的高温，历时 6
天，行程 900 多公里，骑自行车从江苏宿迁到北京清华大
学报到。他们的举动赢得了众多网友的赞许。图为张讯骑
行途中休息（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骑车千里上清华

9月 1 日，一名伤员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
人民医院接受救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