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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同呼吸
23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90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内江、巴中、广安、遂宁、
达州、德阳、绵阳
良：攀枝花、南充、广元、泸州、雅安、资阳、眉山、
自贡、乐山、宜宾

2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8—10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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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111期
开奖结果：02、14、17、26、34、08、12，一等奖
1注，每注奖金1000万元。一等奖追加1
注，每注奖金600万元；二等奖43注，每注
奖金251070元。二等奖追加14注，每注奖
金150642元；三等奖487注，每注奖金8292
元。三等奖追加 197 注，每注奖金 4975
元。（42.89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259期开奖
结果：487 直选：8391（259）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
6：8884（692）注，每注奖金173元。（582.7万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259期开奖
结果：48735 一等奖：93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59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

第 2017259期开奖结果：481，单选 1444
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1440元。组选3,
0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500元。组选6，
5378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251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明日限行 1 6

阴天间多云，局部有阵雨
偏北风1- 3级

小雨
偏北风1- 3级

马尔康 多云转阴 11-29℃ 小雨 10-26℃
康定 小雨 12-20℃ 小雨 12-20℃
西昌 阴 19-29℃ 小雨 19-31℃
攀枝花 阴转多云 21-30℃ 小雨 20-31℃
广元 小雨 18-25℃ 小雨 20-24℃
绵阳 阴 20-26℃ 小雨 21-26℃
遂宁 小雨 21-26℃ 小雨 21-25℃
德阳 阴 20-24℃ 小雨 20-26℃
雅安 小雨 20-25℃ 小雨 19-27℃
乐山 小雨 21-24℃ 小雨 21-27℃
眉山 阴 21-26℃ 小雨 20-28℃
资阳 小雨 21-26℃ 小雨 21-27℃
内江 小雨 21-25℃ 小雨 22-27℃
自贡 多云转小雨 22-27℃ 小雨 22-28℃
宜宾 小雨 21-26℃ 小雨 23-28℃
泸州 小雨 22-25℃ 小雨转晴 21-28℃
南充 中雨转小雨 22-24℃ 小雨 21-24℃
广安 小雨 21-25℃ 小雨 21-27℃
巴中 大雨转中雨 21-23℃ 大雨 21-25℃
达州 小雨 22-26℃ 小雨 22-28℃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138期：
130103300100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138期：
21211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138期：
333300001001

足
彩

一、龙泉片区
1、2017/9/25 7:0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安镇新世纪建材厂、四

喜页岩建材厂、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三村村、
永丰村、同庆机动车考试场

2、2017/9/26 7:0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怡和新城E3/E4区、四川旅

游学院、大行宏业、阳光体育城、天泉置业、玉龙
山庄、国家税务局、公安分局看守所、梨园小区、
天鹅岭、国一.奥乡、信息工程学院、优诗美地、紫
竹园、观景上东、阳光地带、金山小区、明星花苑、
东方虹小区

3、2017/9/26 7:0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阳光体育城
4、2017/9/26 7:0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同福社区、福圣社区、

金山花园、东方红小区、商业世界、明星花苑、阳光
村部分，圣南社区、草坪村、郑家村、万家村1组、6

组、7组、林溪美城、天鹅堡、懋山湖、红星1、2组
5、2017/9/26 7:0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红旗村、美满村
6、2017/9/26 7:0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镇蒲草村、书房村部

分、洪河村部分
7、2017/9/27 7:0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永丰村、同庆机动

车考试场
8、2017/9/27 7:00-19:30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界牌社区部分
9、2017/9/28 7:30-18:30
成都市龙泉驿区楠博苑五期B1区、百悦天

鹅湖、公园大道
10、2017/9/28 7:30-18:30
成都市龙泉驿区百悦天鹅湖、公园大道
11、2017/9/28 7:00-19:30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界牌社区部分

12、2017/9/28 7:0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永丰村、同庆机动

车考试场
13、2017/9/29 7:00-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三村村、永丰村、洪福

村、洪安村、宝滩社区、仁和社区、同庆机动车考试
场、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回龙村、金三角社区

14、2017/9/29 7:00-16:30
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洪福村、洪安村、宝

滩社区、仁和社区、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回龙
村、金三角社区

15、2017/9/29 7:00-19:30
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洪福村、洪安村、宝

滩社区、仁和社区、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回龙
村、金三角社区

16、2017/9/29 7:30-19:00
西博苑小区、长江紫东厂、棒棒娃厂
17、2017/9/29 7:30-19:00
万科金色城市

二、新城片区

1、2017/9/25 7:00-17:30
成都市天府新区永兴镇干塘村、大树村、永

兴场镇部分
2、2017/9/26 6:30-20:30
成都市天府新区太平镇小堰村、前进村、白马村
3、2017/9/26 8:00-18:00
成都市天府新区太平人同心村部分、二郎

村部分、新城社区部分、天府新区合江镇鹿溪村
部分、天府新区兴隆镇瓦窑村、刘家坝村、斑竹
村、廖皇寺村、罗家店村、兴隆场镇

4、2017/9/26 8:00-21:00
成都市天府新区合江镇、天府新区太平镇

同心村部分
5、2017/9/26 8:20-21:00
天府新区合江镇
6、2017/9/27 7:00-18:00
成都市天府新区永兴镇篁筱新村小区
7、2017/9/27 8:00-19:00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镇南山和苑、香山水厂、

污水处理厂
8、2017/9/28 8:00-19:00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镇河畔新世界大二期

（芷澜城）
9、2017/9/28 8:30-16:00
天府新区煎茶镇鹿溪河村部分、鹿溪河小

区、煎茶场镇部分
10、2017/9/29 8:00-18:00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镇沙河小区、麓山印象
11、2017/9/29 9:00-19:00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镇第三机关幼儿园

三、双流片区

1、2017/9/25 9:00-12:30
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九龙湖社区
2、2017/9/27 7:00-19:00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镇南山和苑、香山水厂、

污水处理厂
3、2017/9/27 8:00-18:00
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巴黎都市小区、

病犯监狱
4、2017/9/28 8:00-16:00
成都市双流区金桥镇昆山社区、新安村、红

石社区，成都市双流区彭镇岐阳社区
5、2017/9/28 8:00-18:00
成都市双流区协和街道三江悦府安置小区
6、2017/9/28 8:00-19:00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镇河畔新世界大二期（芷澜城）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天府新区九月第4周停电计划
（9月25日-9月29日）

南充市台办赶紧联系秦光珍的家人，让他们
前来相认。在相认现场，秦光珍的家人找出一张
泛黄的老照片，让秦钰勋分外惊喜。这是自己家
的全家福，在照片背后，秦光全还将家人的名字
一一写上。落款“兄秦光全”几字虽然模糊，但依
然可辨认。名字下方的时间是“1982年”。

原来，1982年秦光全曾从美国寄回这张照
片，但当时两岸亲人只能隔海相望。后来秦光
全意外去世，也带走了所有关于家乡的线索。

9月19日是秦钰勋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
天。“我的腿都是软的。”秦钰勋说，他在南充和
亲人们吃了一顿午饭，他的家族亲人还有很
多，来了两桌人，很热闹。

“这次来四川，我感触很深，这里的建设很好，
经济发展也很快。”秦钰勋说，经过多年的建设，四
川早已不是祖辈们离开时的样子。他很遗憾，父
亲和他的战友没有亲眼看到家乡的建设。他说，
一定会带着家人一起再回四川，来祭祖、寻根。

小时候，
乡 愁 是 一 枚
小 小 的 邮
票 。 我 在 这
头，母亲在那
头……

而现在，
乡 愁 是 一 湾
浅 浅 的 海
峡 。 我 在 这
头，大陆在那
头。”

余光中的《乡愁》
道出了台湾游子对故
乡的深深眷念。

在 四 川 的 这 几
天，台湾商人秦钰勋
像是做了一场梦。

这一缕乡愁就如
一根无形的线，牵引
着51岁的秦钰勋“回
家”：凌雲山下，南充
高坪区青莲乡，那是
秦钰勋魂牵梦绕的故
乡。

1949 年，他的父
亲秦光全随部队去了
台湾，后因意外离世，
故乡成为秦钰勋心中
的谜团，也成了父亲
的终身遗憾。

此行四川，秦钰
勋是为参加今年的西
博会而来，没想到竟
然找到了亲人，还找
到一张上世纪 80 年
代自己的全家福。照
片泛黄，有些模糊，却
满满都是回忆。他情
不自禁流泪：“这就是
父亲终日记挂在心的
故乡，现在早已不是
当年的模样。如果他
能看到家乡的变化，
该有多好啊……”

今年正值两岸交
流30周年。30年前，
秦光全在四川的弟
弟，也在寻找自己远
在台湾的哥哥。30
年后，虽然两位老人
已故去，但他们的后
人终于得以相认。

9 月 21 日，秦钰
勋回台湾前，接受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的采访，讲述
了他的寻亲故事。

台商来川参加西博会
意外圆了半生寻根梦

“爸，我回家了”

“

/ 千 山 万 水 ， 阻 隔 不 断 亲 人 的 血 脉 相 连 /

秦光全的不少战友在台湾孑然一身，并未
娶妻生子。逢年过年，秦光全便备上好酒好菜，
邀老乡到家中相聚。

年幼的秦钰勋非常喜欢这些叔叔伯伯，与
他们很亲。父亲的战友周松和文树清是广安市
武胜县人、刘世昌是资阳市安岳县人、彭有生是
重庆云阳人、彭登友是重庆丰都人……饭桌上，
他们总是念叨着“四川”二字，他们或在讨论故乡

今年收成好不好，母亲做的饭香得不得了，或就
连父亲的责罚现在想起来都是好的……此时的
故里，活在他们彼此的回忆里。他们具体说了什
么，秦钰勋当时太小，现已记不清了。但是，他清
晰记得，一顿饭总是欢笑开始，哭泣结束，最后总
能听见一些呜咽的声音，一声声轻喃“娘——”

男儿有泪不轻弹。就算常年在外，故乡，在
他们心里，终究份量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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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记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秋凤

父亲意外离世 故乡和亲人成谜团

秦钰勋是家里的长子，他有2个姐姐和2
个弟弟。17岁那年的母亲节，家里人都在包饺
子。父亲出了一趟门，不料出了意外，突然离世。

生前，父亲总念叨，想回四川老家看一看。
这一愿望终成遗憾。

秦钰勋眼里，秦光全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但
也充满智慧。秦钰勋上学时，父亲带着一根藤

条到学校，告诉老师：“这小子调皮，藤条打断
了，我再送一根来。”父亲也曾拿给他25把串起
来的钥匙，让他找出能开锁的那一把。四书五
经、论语等，父亲也曾口口相传。

父亲突然离世，很多事没有交代。故乡成
为秦钰勋心中的谜团，只知道父亲是四川南充
人，具体在哪，没来得及问。

战友每次聚会 总是念叨着“四川”

寻根
之路 认亲先背“字辈谱”始终没人能对上号

“仁志申仪士……礼义忠良正，光玉长年佑……
（音）”每行5个字，8行共40字，能为40代人命名。

这是秦钰勋家族的字辈谱。他能熟练背诵。
父亲告诉他，一定要记住这个字辈谱。如果有一
天能回到大陆，这是寻找到亲人的重要线索。

字辈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也
是中国古代一种特别的“礼”制，它一直延续到
现代。虽然现在不少年轻人对字辈不太熟悉，
但老一辈却很重视。秦钰勋的太爷爷叫秦良
炳，爷爷叫秦正富，父亲叫秦光全，都是严格按
照这个字辈取名。

2015年，秦钰勋第一次到大陆，他在网上

发帖寻亲。此后，他接到了约上百个电话。每
次接到电话，他先请对方背“字辈谱”，但均未
有人对上。当时的他，已有些泄气。

2016年4月，他终于来到四川，参加“中外
知名企业四川行——四川台湾产业合作推介
会”。现场，他告诉四川省台办主任周敏谦，自
己的父亲是四川人。父亲遗憾离世，终未回故
土，他不知道老家的亲人现居何处。几十年过
去了，他可能找不到分散在老家的亲人了。

“怎么会找不到？一定找得到。”周敏谦给
他打气，语气很坚定。

这，让秦钰勋又燃起了一线希望。

意外
圆梦 30年前的工作笔记“锁定”亲人住址

今年9月12日，秦钰勋应遂宁市台办邀请
来四川参加西博会，寻找合作商机。他没想
到，此行完成了他父亲多年的夙愿。

在来之前，他只有一个简单的小愿望：把
四川的“土米盐”装在玻璃瓶中带回台湾，与台
湾的土米盐混合。他认为，这是老百姓赖以生
存的三样东西，两者相融，有着特别的意义。

机缘巧合，南充市高坪区台办老主任岳国
超的一本30年前的工作笔记上，正记载有关于
秦光全的记录。原来，30年前，秦光全在四川
的弟弟秦光珍，曾拜托当地台办帮忙寻找远在
台湾的哥哥。可30年前，两岸阻隔，通讯落后，
寻亲非常困难。没想到，30年后，台湾的亲人

又寻了回来。
千山万水，阻隔不断两岸亲人的血脉相

连。靠着这本工作笔记，秦钰勋在四川的亲人
信息和住址被成功“定位”。

30年，对于两岸意义重大。今年正值两岸交
流30周年。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两岸交流3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让人感触很深。他说，
30年前，台海阴云密布，同胞隔海相望，两岸经济
几无交汇，寄一封信、打一个电话都障碍重重，更
不要说进行投资和贸易。30年后的今天，两岸实
现直接全面双向“三通”，每年有900多万人次往
来两岸，有近38万对两岸同胞喜结良缘，步入婚
姻殿堂，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超过百万……

回家
团聚 家族亲人还有很多 会带家人再回四川

老照片上的秦光全和儿子。

秦光全 1982 年在美国寄给弟
弟秦光珍的全家福照片。

秦钰勋在家人陪同下去祭祖。
（受访者供图）

秦钰勋（右一）回到故乡南充，族中亲人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