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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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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成都（15时）
AQI指数 99 空气质量 良
优：广元、马尔康、绵阳、康定、巴中
良：雅安、眉山、内江、泸州、达州、遂
宁、南充、资阳、宜宾、攀枝花、西昌、
自贡、乐山、德阳
轻度污染：广安

1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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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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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49
期开奖结果：7451317，一等奖0注，每
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8注，每注
奖金13061元；三等奖187注，每注
奖金1800元。（2595.2万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114
期开奖结果：887 直选：7626（333）
注，每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7330
（519）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
注，每注奖金173元。（635.3万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114
期开奖结果：88789 一等奖：95注，每
注奖金10万元。（2.14亿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61期：
03331003300103

通知
领取1000元种植牙现金卡

为让更多市民恢复口腔健康，由爱
心单位支持，面向四川市民，提供种植牙
现金卡1000份，每份价值1000元以上，可
直接抵现金花。缺牙、牙松动、假牙不适
等市民，每位可领取一份。市民可提前拨
打市民健康热线028-96111报名申领。

免费领现金卡，报名要赶早
本次种植牙现金卡名额有限，市民

报名需赶早。由于本次活动是联合爱心
单位、众多国际种植牙厂家直接让利，因
此只有1000名市民可享受此次现金卡领
取，报名额满即止。市民持现金卡可在
选择种植牙项目时当现金直接使用，等
同于现金支付，也无任何品牌限制。

使用现金卡有方法
这1000份现金卡均是实名登记，我

们将根据市民拨打电话的先后顺序进
行，报名市民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领取，
每人只能领取一次，不能代领。使用现
金卡时，每颗种植牙可以抵1000元，不限
颗数使用，即种牙几颗就抵几千元现金
花，种10颗抵1万。持种植牙现金卡还可
享受免费7项口腔检查，赠送CT、全景片。

种植牙三大优势，守住口福
稳固牢靠：咀嚼起来具有跟真牙一

样的功能，不像戴假牙那样在说话、吃东
西时易脱落。舒适美观：种植牙不存在
如传统镶牙中的钩或套，因而十分美观，
也无异物感。安全持久：种植牙靠自身
牙根独立存在，无需磨损两侧邻牙。

现金卡报名申领电话: 028-96111。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将于6月14
日至7月15日在俄罗斯境内11座城市
的12座球场内举行。今年，华西旅游俱
乐部独家推出“世界杯尖峰对决观球
团”，乘坐川航客机直飞莫斯科，观看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尖
峰对决。9天行程里，除了观球之外，我
们还将去金环小镇-谢尔盖耶夫镇，揭
秘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冬宫，畅游有
古典园林特色的夏宫花园。本次“世界
杯尖峰对决观球团”独家观球团限量15
个名额征集，欲购从速！

观半决赛尖峰对决感受现场激情

7月10日，在圣彼得堡竞技体育馆
内，本次2018FIFA俄罗斯世界杯半决
赛将在这里举行，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
足球爱好者欢聚一堂，观看这场今年最
具看点之一的体育盛典。当然，对于足
球爱好者而言，能亲临现场观看一场世
界杯半决赛，感受现场激情绝对是独有

的旅行体验。

体验不同文化畅玩俄罗斯

除了看球之外，旅途中还将游览十
月革命胜利地斯莫尔尼宫、涅瓦河、狮
身人面像、瓦西里岛、十二月党人广场
以及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像等著名景
点。此外，我们还将游览谢尔盖耶夫

镇，这是一座风景如画，建筑独特的城
市，此地也是俄罗斯民间艺术品木套娃
的产地，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冬宫以
及有古典园林特色的夏宫花园等著名
胜地也是本次旅途必去景点。

行程安排：

D1：成都——莫斯科，宿：莫斯科

D2：游览谢尔盖耶夫镇等，宿：莫斯科
D3：莫斯科——圣彼得堡，宿：软卧包厢
D4：圣彼得堡观看世界杯半决赛，宿：
圣彼得堡
D5：游览夏宫花园等，宿：圣彼得堡
D6：圣彼得堡——莫斯科，宿：软卧包厢
D7：游览老阿尔巴特大街等，宿：莫斯科
D8：游览二战胜利广场等，结束后登机
返程
D9：莫斯科——成都

报名咨询热线：
028-86969447
028-86969771
优选特惠价：39800元/人
出发时间：7月7日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5月20日，每天

9：00—17：00（周末休息）
报名地址：四川成都红星路二段70

号，四川传媒大厦11楼B区。
张福超

观世界杯半决赛尖峰对决
华西旅游俱乐部观球团15名额限量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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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华西旅游俱乐部联合优质旅
业伙伴推出全景贵州8日之旅正在征集
中，相对凉爽的温度，一路专车随行，全
程甄选具有贵州特色但又非大众的景
点，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大七孔、小七孔，
给市民展现一个不一样的多彩贵州。

瞻红色遗风感受那一段岁月峥嵘

说起贵州，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联想
到红色文化景点，遵义便是其中一。“遵
义会议”的召开被视为中国革命史上的
转折点，而今会议室内的陈设基本保留
了当年开会时的原貌。置身其中，自然
能感受到那一段岁月的气息。行程还
特别安排了一场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笑
动赤水》晚会。

贵州的丽江西江千户苗寨风情独特

当然，旅途并不止有红色文化景

点，还有西江千户苗寨（世界最大苗
族文化聚集地之一）。有人曾说，西
江之于贵州，就像丽江之于云南。在
这里，苗家人世代过着依山傍水、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苗族文
化保存得非常完整，底蕴深厚。在西

江，日行青石板路，夜听小雨绵绵，吃
上一场苗家特色餐长桌宴，偷得浮生
半日闲，满目皆是小桥流水人家。在
西江博物馆，存放有1220件苗族文物
和350张图片等，是整个苗族历史的
缩影。

行程安排：

D1：出发——赤水 宿：赤水
D2：赤水——茅台镇/遵义会址 宿：遵义
D3：遵义——十二背后景区 宿：贵阳
D4：贵阳——凯里 宿：凯里
D5：凯里——大小七孔 宿：荔波
D6：荔波——贵阳 宿：贵阳
D7：贵阳——赤水 宿：赤水
D8：赤水——温暖的家

优选特惠价：1880元/人
特惠福利：前100名报名者立减100元、赠

送“石斛老鸭汤”和“笑动赤水”大型晚会、赠送苗
家特色长桌宴、免费升级一晚高标准豪华酒店

活动名称：全景贵州8日之旅
出发时间：5月17日、5月28日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5月15日，每天

9：00-17：00（周末休息）
报名地址：四川成都红星路二段70

号，四川传媒大厦11楼B区 张福超

深度游玩红色文化景点 体验不一样的贵州风情
1880元优享华西旅游俱乐部全景贵州8日之旅

报名热线：028-86969447 028-8696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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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五一”，范敬超没有休息，5
月3日有代表团来考察，他得忙着准
备接待事宜。70岁的范敬超是如今
井研县“最有名”的农民，不仅因为10
年前他从厅级领导岗位上退休，毅然
回家乡当一名种柑橘的果农，更因为
10年来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起
带富一方的优质杂交柑橘基地。

与范敬超一起忙碌的，还有他相
濡以沫44年的妻子丁蓉。其实，范敬
超当年回乡创业时，妻子曾是最大的
阻力，丁蓉一度要和他离婚。但如
今，丁蓉已成为丈夫的贤内助，“担心
他的身体，只有一起分担，让他稍微
轻松点。”

“五一”前夕，在由郎酒股份和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联合推出的“红
花郎·幸福2018”活动中，范敬超和丁
蓉夫妻俩分享了退休后夫唱妇随的
创业幸福故事。

他的奋斗
选择：厅官退休回乡当果农

范敬超的果园叫“橘梦园”，位于
井研县集益乡繁荣村，离国道213线
不远。4月2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来到果园时，橘子树已经开出
白色的花，微风吹过飘来阵阵清香，
个别树上已挂着黄澄澄的果实。

这一大片以繁荣村为中心的橘
林，如今已发展到3.8万亩规模，成为
当地特色支柱产业。每一亩橘林都
倾注了范敬超的心血，是他整整10年
的劳动成果。

时间回到2007年，彼时的范敬超
是正厅级四川省政府救灾办主任。
因即将年满60岁，组织上准备安排他
到一个正厅级单位当一把手发挥余
热。“但我就是想回乡，带动家乡农民
致富。”范敬超两次找到当时的分管
领导，并最终得到理解和支持。

不过，这个决定遭到了全家人的
反对。妻子丁蓉的反对最为坚决：

“工作时，我们聚少离多，他经常在外
出差，一周都见不到一面。好不容易
退休了，难道不可以家人团聚、安享
晚年吗？”但大家都没有拗过范敬超，
2008年退休后，他独自回到了井研。

追求：每天工作10小时

重回故乡，范敬超用10万元积蓄
作为启动资金，种下了505株柑橘
苗。范敬超的举动，让乡亲们大跌眼
镜，他们不相信这个离开农村已经39
年之久的退休官员能够重操旧业。

对这些置疑，范敬超笑而不语，
只顾埋头苦干，每天工作10小时，脚

不沾地。其实他并不是蛮干。在参
加工作的39年里，他一直没有离开

“三农”。范敬超说，自己对“三农”工
作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如何做好

“三农”工作也有很多心得。
于是，凭借能力、干劲和坚持，到

2012年，果园有了近2000亩规模，他
开始改变经营模式，将打造好的果园
出租、出售，并成立了繁盛杂交柑橘
专业合作社。果园规模如滚雪球般
越来越大，如今已有3.8万亩。

他们的幸福
为官：39年如一日两袖清风

46年前，范敬超在井研县广播站
工作。1972年春的一天，他在散步
时，遇见了同事带的学徒丁蓉。那时
丁蓉只有18岁，亭亭玉立。“之前有人
给我介绍过一些女孩，我都觉得不太
合适。”范敬超说，但见到丁蓉后，不
知道哪来的勇气，他还主动上前打招
呼，“可能这就是一见钟情吧。”

丁蓉对范敬超第一印象也很不
错。“他高高瘦瘦的，而且很有礼貌，
说话铿锵有力，感觉很有知识。”丁蓉
说，老范那时特会关心人，两人开始
处对象后，老范就把家务活包了，不
仅洗衣、做饭，丁蓉生病了他也来照
顾，“每次去成都出差，都要给我买一
件新衣服。”

1974年，两人结了婚，后来又有
了女儿。之后，丁蓉成了老范的“廉
内助”，“经常叮嘱他，不能拿别人一
分钱，一家人有吃穿就够了。”

创业：从“闹离婚”到贤内助

“我退休创业时只有10万元积
蓄，两袖清风里有你一半功劳。”范敬
超忍不住问妻子，“当初我说要回来

创业，你为什么带全家人来反对我，
甚至和我闹离婚呢？”

范敬超说的“闹离婚”，发生在
2007年他决定退休后回乡创业时。

“我反对，那还不是为他好？”丁蓉说，
范敬超工作时本就聚少离多，她就盼
着退休后好好团聚，并且一家人吃穿
不愁，没必要拼命去挣钱。

一急之下，丁蓉提出了离婚。“我
就是想将他一军让他改变主意。”但
结果却是，范敬超只身一人回乡创
业，也不和丁蓉谈离婚的事，“时间长
了，丁蓉被磨得没了脾气，渐渐不再
提离婚的事。

2014年，丁蓉退休后也来到丈夫
身边，在繁盛专合社做财务管理。“他
太固执了，我拗不过他，担心他的身
体，只有给他分担点。”丁蓉说，“他心
里都是这片土地、这帮乡亲，而我眼
里却都是他。”

一起为幸福干杯
“红花郎·幸福2018”已于4月25

日正式启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
给幸福的人儿。

你眼中的幸福是什么样？你是
否正被幸福环绕着？你的身边是否
有令人羡慕的幸福面孔？接下来，我
们继续在全川、全网寻找幸福故事，
并为幸福的人儿送上喜庆满满的红
花郎，一起为幸福干杯，向奋斗致敬。

赶快通过以下途径，分享你的幸
福吧。

1、下载并登录封面新闻APP，点击
求助小封并留言，说出你们的幸福故事；

2、通过发送新浪微博话题#红花郎
幸福2018#，并@华西都市报进行讲述；

3、呼 叫 华 西 都 市 报 热 线
028-96111；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昕
锋 丁伟摄影报道

幸福就是他在奋斗
的路上不停息，而我的
眼里只有他

红花郎幸福祝语

厅官退休回乡种果树
妻子“路转粉”成贤内助

范敬超与丁蓉在橘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