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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今日
限行 5 0

20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 59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达州、内江、自贡、巴中、绵阳、广
元、泸州
良：自贡、绵阳、遂宁、南充、资阳、广安、德
阳、宜宾、攀枝花、雅安、乐山、眉山、马尔
康、西昌

2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8—78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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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03期开奖结果：350，单选763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
6，1065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7045期开奖结果：
红色球号码：16、25、07、21、05、20，蓝色球号码：
05。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9399507元。二等
奖99注，单注奖金222197元。下期一等奖奖
池累计金额664910592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小雨转多云

阵雨

小雨

中雨转阵雨

多云转晴

阴转晴

阴转多云

多云

小雨转多云

阴

阴转多云

阴转多云

阴

阴

小雨转阴

阴

多云

阴转多云

多云转晴

多云

2-15℃

1-7℃

9-18℃

14-24℃

10-22℃

11-22℃

11-21℃

10-23℃

11-20℃

13-23℃

11-22℃

11-22℃

11-20℃

13-20℃

13-20℃

12-18℃

11-22℃

11-21℃

11-24℃

13-24℃

多云

阵雨转多云

多云转阴

多云

晴转多云

晴转多云

晴转多云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多云

多云转阴

晴转阴

多云转阴

多云

晴转多云

晴转多云

晴转多云

晴转多云

3-19℃

5-16℃

12-22℃

17-25℃

12-23℃

13-19℃

15-24℃

17-24℃

13-22℃

17-25℃

15-24℃

15-24℃

17-24℃

16-25℃

16-25℃

15-24℃

16-25℃

14-24℃

13-24℃

15-2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03期开奖结
果：044 直选：2911（111）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4894（356）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6：0注，每注奖金173元。（289.5万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03期开奖结
果：04451 一等奖：14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49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57期：
1112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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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缺了？明日来做免费种植牙
上周，经济又实惠的部分种植修复方式恢复

缺牙，市民关注度非常高，预约热线028-96111
火爆，部分市民因故未能到场。4月22日即明日，
再增加一场种植牙现场活动，德国进口种植牙免
费送，顶级种植体半价。

种植牙，使用40年以上
种植牙是口腔医学界公认的缺牙优选修复方

式。种植牙被称为“永久修复体”，缺哪颗种哪颗，
无损邻牙，可使用40年以上。其牙根深植牙槽骨
并与牙槽骨融合，稳固耐用，舒适美观，咀嚼功能
好，一次种植，还能质保终生。

全口缺牙：可选部分种植修复
针对半口全口缺牙者，可采用部分种植进行

修复。半口缺牙只需植入2颗、全口缺牙只需植
入4颗种植体。种植牙包干价含种植体、基台和
牙冠的整颗牙齿，为缺牙者节省了很多费用，让老
百姓都种得起牙。目前，部分种植因其快捷、实
惠、咀嚼功能恢复好、舒适美观等特点，正受到越
来越多缺牙市民的青睐。

缺牙福利：德国进口种植牙免费送
96111健康热线提醒市民：牙周疾病、牙齿松

动、缺牙是一个渐进过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保持
口腔健康。提前拨028-96111预约，可免费拍片
检查口腔。现场更多惊喜：德国进口精工种植牙免
费送，国际顶级种植体瑞士种植牙半价送，还有
500元种牙补贴金，砸金蛋赢按摩仪、厨房套具等。

4月20日凌晨6点过，成都青羊
区宽窄巷子，纵横交错的青石板街，在
晨光下显得格外清冷。此时，97岁的
胡定远已穿戴完毕，站在窗前默默望
着泸州的方向，“马上就要回家了。”

当天上午7点过，匆匆吃过早饭，
在志愿者的欢送声中，接送他回家的
汽车停了下来。上车前，胡定远双手
合十，举过头顶，用地道的泸州口音，
再道“谢谢！”

看着繁华的城区渐次退却，熟悉

的田园风貌映入眼帘，胡定远的嘴角
不自觉地咧起弧度。

“可能是这些场景，唤醒了胡老记
忆。”同车的志愿者说，成都到泸州合
江有数个小时的车程，胡老时不时就撩
起袖子看表，不停询问我们，“还有好久
才能到嘛。”看得出来他既激动也忐忑。

离家的这300公里，胡老的手捏
紧了又松开。直到当天上午10时左
右，车子抵达泸州合江县，“变化太大
了，大致的路还记得。”胡老轻叹。

就这样，身在异乡的胡定远，从青
年挨到了暮年。不过，他回家寻亲的
心愿，一直被孙女记在了心里。

今年3月初，孙女在网上发布爷
爷寻四川亲人的信息。随后，这一信
息被全国众多的热心网友接力转发。
很快，四川成都、泸州等地志愿者加入
进来。根据老人记忆里的老家泸县
（今泸州），以及“三龙桥、河坝、大渡
口”等地名，还有“离家一小时左右有
个白米洞，旁边还有个白米场”等零散
的信息，网络大寻亲就此展开……

“在当地政府、热心人及媒体的帮
助下，我们耗时10余天找到了符合条
件的一家子。”泸州志愿者苏佐告诉记
者，寻找之路十分艰难，老人印象里的
地名，很多都换了名字，或者消失在了
历史里，“但在大伙儿努力下，找到了
附近的李家三兄弟，应该是老人姐姐
的儿子。”

苏佐说，三兄弟里年龄最大的李家
由告诉他们，自己母亲的确也姓胡，有
个舅舅在年轻时走失，“还有个吻合的
特点，就是胡老自述他的妹妹肚子被烫
伤过，也与李家兄弟的说法相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逢春）4月
17和 18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净空保
护区域内接连发生两起因无人机干扰
航班正常起降、导致多趟航班备降重
庆、贵阳机场或返航的事件，严重扰乱
了民用航班的飞行秩序。记者20日下
午4点从四川省公安厅专门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公安部门已以涉嫌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名立案调查。
四川省公安厅表示，为鼓励市民积极举
报扰乱飞行安全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
将提高举报奖励标准，举报线索一经查
实，从给予举报人不低于1000元人民币
的奖励提升为不低于1万元。

四川省公安厅民航公安局副局长
李飞告诉记者，近期查明3起无人机扰
乱机场飞行安全的事件，分别发生在4
月14日、17日、18日，无人机活动区域
分别在双流区、郫都区、崇州市，累计造
成几十架航班被迫绕飞、备降、返航、出
港延误等严重后果。

4月14日 14时 05分，成都双流国
际机场西跑道北侧30公里区域（地处郫
都区）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发现无人机活

动，导致成都上空3架航班绕行，机场地
面航班等待5分钟。

4月17日 14时 13分，成都双流国
际机场西跑道北侧18公里区域（地处郫
都区）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发现无人机活
动，导致多架域内航班空中等待，造成
12架飞往成都的航班备降其他机场。

4月18日 18时 26分以及18时 38
分，分别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西跑道北
侧 3.7 公里区域（地处双流区）及同侧
14.8公里区域（地处崇州市）机场净空
保护区内发现无人机活动，导致22架飞
往成都的航班备降其他机场，23架航班
出港延误。

2016年9月1日，西部战区空军参
谋部、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民航西南
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四川省公安厅联
合发布《关于加强全省军民航机场净空
区域安全保护的通告》，向全社会明确
告知：即日起，双流国际机场净空保护
区内，未经军民航空管制部门许可，将
禁止放飞无人机。目前，公安部门正在
加大侦破力度，同时呼吁广大市民提供
线索，协助公安部门侦破。

很早以前，王明雯就注意到了民
用无人机“黑飞”乱象。面对无人机
干扰民航客机的现状，她建议制订民
用无人机管理办法，规范无人机管
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她说，我国民用无人机数量众
多，飞行频度高，使得采用传统的
申报——审批方式管理收效甚
微。另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使从源头进行
技术管控成为最具性价比的方式；
再者，我国的民用无人机八成以上
均由大疆等国内企业所生产，如果
采取溯源+审批的分级管理方式会
更为高效。

“管理办法应该由身份认证、行
为规范及违规处罚三方面构成。”王
明雯告诉记者，在身份管理上，无人
机应采取实名制，一机一人确定操作
主体，便于事后溯源，促进用户自
律。对于通用品牌无人机，用户需通

过操作软件注册登记，并由生产厂商
向管理部门开放用户数据；对于使用
组装、自产无人机的，需向属地主管
部门注册登记后方可飞行。

除了无人机的身份问题，她还提
到，国家应明确飞行审批主体，保障
飞行审批渠道畅通。在机场、军队、
监狱等特定区域、大型集会、体育赛
事等特定时段严格禁飞；确需在上述
区域、时段飞行，需持国家认可的操
作资格证，并提前报管理部门审批通
过后方可飞行；而在城市、人口居住
区，允许1.5公斤以下的I类小型无人
机在视距内（120米以下、500米以内
飞行，但需通过操作软件或向属地主
管部门备案；在其他区域，允许无人
机飞行。但操作1.5公斤以上的其他
类别无人机、用于商业用途的无人机
需通过操作软件或向属地主管部门
备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

◎家宴
家乡的味道总是最好的

4月20日上午11点过，胡定远在
志愿者及相关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下，
回到了阔别77年的老家，跟他三个姐
姐的80余位后人共聚一堂。胡定远
的外甥李家由，在舅舅拉家常的时候，
眼睛里盈满了泪水，“快80年了，没想
到这个外婆在世时就一直念叨的幺
舅，今天还能回到老家来。”

“味道跟小时候的差不多，家乡
的味道总是比较好的。”胡定远一口
乡音未改，而家乡人也都能用四川
话跟他对话交流。胡定远说，“现在
辣椒吃得很少了，最想念的就是家
乡的腊肉。”吃到梦寐以求的家乡腊
肉，胡定远一脸欣然。

◎家常
家乡老话仍记得真切

“回来以后很高兴，看到这么多
亲人，但还能认识的就我身边的大

外甥了。”胡定远离乡时，他的大外
甥李家由仅有6岁。

所以胡定远这话一出，便引来
了家人的好奇。问其缘由，胡定远
畅然笑道，“外甥像母舅得嘛”。听
到这话，众人不禁笑出声来。虽说
胡老离家近80年了，可是像“外甥
长得像亲娘舅”的老话，却仍记得
真切。

胡定远说，回来以后，地方还认
得，就是房子变化很大。胡定远说，
在异乡的他经常梦到父母双亲，“还
有我的小妹妹”。

◎家祭
长跪父母坟头泣不成声

胡定远的父亲解放前就已过
世，母亲逝于1963年。

隔了几根田埂，胡定远父亲就
埋在老宅的不远处。拄着拐杖，在
亲人的搀扶下，胡定远来到父亲坟
前。手里擎着一炷清香，胡定远颤
声说道：“爸，这么多年，我都没能给
您尽孝，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话
未说完，97岁的老人已是老泪纵横，
亲人们怕他悲伤过度，让他拜一拜
就是了，但他坚持要跪在父亲的坟
前。祭拜完了父亲，胡定远又去祭
拜了母亲，再度泣不成声。

此番回家省亲后，胡定远计划5
月 19 日返台再做一次肝癌手术。
但他表示，“如果身体条件允许，以
后每年都还会回老家。”

97岁抗战老兵
77年回家路

4月20日，离家已经77载的抗战老兵胡定远，终于在97岁高龄的时
候，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白米镇转龙湾村。

当年仅20岁的胡定远，出门赶场时，被人抓了壮丁上了前线杀敌抗战。
后来，抗战胜利，他辗转随部队去了台湾。70多年了，他终于又回到了魂牵
梦绕的家乡。一了夙愿的老人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以后每年都还会回老
家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若不是亲眼得见，你很难体味到诗句所涵的百转愁肠。

熟悉的路，唤起颠沛的过往。“当
初，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胡定远说，
与他同行的还有众多的泸州青壮年，

“只晓得是去当兵，打鬼子保家卫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的枪

响打破中华大地的平静，全面抗战就
此展开。此后的8年抗战中，大后方
的四川提供了近350万人的兵源，前
仆后继奔赴各个战场。

其间，川籍军人牺牲巨大：伤亡人
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五分之一，共
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也正是他
们的牺牲，为川人争来了“川军能战”、

“无川不成军”、“川人从未负国”的盛

名。
但在胡定远的记忆里，那时候，他

们不知这些盛名，只是时代所赋予的
使命。1940年4月，油菜花刚开始凋
零，胡定远在姐夫家出来赶场，走到半
路便被抓了壮丁，然后被“送”上前线。

“从合江白米场（镇）走了出来。”
胡定远说，他们晓得国家危难了，虽然
是被抓出去的，但从没有想过要逃跑，
分配到川军将领杨森部队后，辗转多
地抗战。

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他随部
到了台湾。从死人堆里爬出的他，未
曾想回家之路仍是遥遥。

举报“黑飞”无人机
奖励不低于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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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我终于回来了

梦里时常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华刚 杨力摄影报道

凌晨6点起床久久凝望家的方向

国家危难之际抓丁上了抗日前线

孙女发帖寻亲志愿者接力促团圆

回

家

即

景

华西追踪

全国人大代表、法学教授王明雯：

建议制订无人机管理办法对无人机进行分级管理

胡定远跪在
母亲的坟前止不
住悲伤。

无人机干扰双流机场航班

胡定远与家人。

阔别77年,胡
定远终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