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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为进一步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我公司将

于5月22日晚上21:00至次日8:00和 5月
25日晚上18:00至次日8:00进行营业系统
升级，期间将无法办理各项业务，由此给您
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
支持。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2018年5月18日

“饭菜煮到软烂，肉要炖成肉
糜，水果榨成汁喝，青菜排骨嚼不
动”是很多缺牙中老年人的饮食写
照。勉强吃下还得忍受“塞牙”、“牙
龈疼痛”的折磨，更要承受面颊凹陷
显老、发音不清、邻牙倾斜松动、消
化紊乱、营养不良等缺牙导致的诸
多危害。

种植牙独立“牙根”想吃就吃
与活动假牙相比，种植牙的“牙

根”与牙槽骨通过骨结合紧密连接，
像真牙一样扎根在口腔里，咀嚼食
物更有力，想吃就吃无论是坚硬的
核桃、排骨，还是软糯的汤圆，种完
牙后都可以轻松享用，完全不用担
心塞牙卡牙、粘牙和假牙误吞。还
能有效防止牙槽骨吸收，保持牙龈
形态美观。

种牙养生经在线开讲
自今日起，公益牙齿咨询热线

将接听有缺牙、牙松动、烂牙根、假

牙不适、烤瓷牙失败的市民电话。
为市民节约看牙时间，预约口腔检
查，含挂号、CT、全景片在内的 7
项全免费。拨打028-96111直达
优惠。

/相关链接/

省钱种牙，为口福而战

为尽早实现8020口腔年轻计
划，让中老年人早日恢复强劲咀嚼
力，特推出众多种植牙福利。1.免
费7项口腔检查

2.带上假牙享免费清洗服务，
还可换种植牙（须电话预约，名额已
过半，报满即止）

3.面向四川区域凭身份证领取
千元代金卡，种牙最少抵1000元，
最高抵近30000元。

4.种两颗/四颗恢复半口/全口
缺牙，省得更多。

报名电话：028-96111

近年来，哮喘在全世界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
全球至少有3亿人以上患有哮喘，
我国有3000万哮喘患者，发病率约
为1.3%，10年发病率上升60%,每
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咳喘疾病，很
多患者就是死于哮喘复发。

哮喘为什么很难控制？
哮喘虽然是常见病，但其危害

并不亚于“大病”，它是哮喘致残、致
死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哮喘患
者有67%呈重度或危重度发作，住
院率高达57%。而且这些患者由
于传统治疗疗效不佳，体内“痰毒”
长期堆积，形成了死痰，大量细菌生
长、增殖，造成管腔阻塞、狭窄，引发
肺部感染甚至呼衰、心衰。

巨额医疗费 让生活“雪上
加霜”

很多哮喘患者因为没有找准
病根，从发病开始就滥用抗生素、

激素和扩张剂等，形成耐药性和治
疗难度，甚至破坏免疫系统，使病
情恶化加重，稍有不慎就引发急性
发作而住院治疗，不但不能工作，
还要支付巨额的医疗费，使生活雪
上加霜，对患者的身心造成了巨大
的影响。研究发现，5年以上的哮
喘患者，很多人的肺就像烤焦的馒
头，硬邦邦的没有弹性，氧气吸不
进去，废气排不出来，导致人活活
被憋死。

节省医疗资源 最高报销
2000元

据了解，重症哮喘靶向精准治
疗，可明显减少医疗资源消耗，降低
复发率和防止加重，治疗期间，还可
根据病情情况，申请报销，从而降低
哮喘致死风险，还患者正常生活，还
可节省医疗资源，服务社会大众。

健 康 热 线 报 名 电 话 ：
028-96111

告别激素 哮喘迎来精准靶向保住全口牙，少花数万元？
拨028-96111 今日免费7项检查可预约

十年前，“5·12”汶川地震发生
后，宁夏银川特警接上级命令，建援
川特警队，赶赴灾区什邡市红白镇
维护震后灾区社会治安，王建楼随
队入川。

入川后，王建楼和战友除了维
护社会秩序，还要参与清理废墟。
一天中午，有工人突然跑进特警住
的帐篷，说自己开挖掘机清理一家
单位倒塌楼房时，将一个保险柜挖
烂了，里面有上百万元的票据和2万

多元现金，请求特警前往维护秩序，
正在吃饭的王建楼立即放下碗筷带
队赶往现场。

通过票据信息，特警队联系到寄
存保险柜的金河磷矿。矿上派人将
财物领走后，当挖掘机再度轰鸣准备
挖掘时，眼尖的王建楼发现保险柜下
面压着一面国旗，他连忙叫停工人，
从废墟堆里把这面国旗刨了出来。

“国旗代表着国家，因为职业关
系，国旗的意义早已在内心扎根，看

着废墟中的那抹红，心中感触颇
深。”王建楼说，处理好其它财物后，
他将国旗带回了营地。

回去后，王建楼将国旗清洗干
净，旗子上一行黑字映入眼帘。“国旗
白色的旗杆套处书写了一行毛笔字，
写着‘四川省金河磷矿革委会’。”王建
楼说，通过了解，这面国旗大概制成于
1968年左右，当时已有近40年的历
史。多年来，国旗保存完整，旗面舒
展，五角星缝制于旗面，质朴而美丽。

刷存在感
天气预警一个接一个

上半夜被热得睡不着，下半夜被“交
响曲”吵醒。17日，成都一如既往地凭
借实力，刷着存在感。

16日，成都热出了新高度，最高气
温达到 34℃，一下跳入盛夏的既视
感。正当大家抱怨快被热化了时，雨
水携大风来拯救大家了。不过，这雨

和风来得有点猛，雷电也来凑热闹，着
实把大家吓得不轻，微博、朋友圈纷纷
开始“求安慰”。

到底是被风声吵醒，还是被雷电声
吓醒，抑或是被雨声惊醒，这都不重要
了。反正，是个不眠夜。

最难眠的，是成都中西部。从17
日 2 时 30 分开始，都江堰气象台、崇
州市气象台先后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信号。3时 10分，成都市气象台发布

了雷电短时天气预报。到了 4时，雷
电还没消停的趋势，于是，成都市气象
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而4时10
分，双流区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
警信号。

折腾一夜后，华阳、高新区、天府新
区多地的上班族们，还要惺忪着睡眼，经
历冒雨蹚水上班的考验。于是乎，天气
让成都再度上了热搜。

大风雷电
双流都居榜首

17日一早起来，有天花板掉了，有
玻璃破了，有大树被拦腰截断了……这
一切，都是大风肆虐的痕迹。

记者从成都市气象台了解到，5月16
日20时到17日08时，成都市大部分区
（市）县的局部地方出现了瞬间风速大于
10米/秒的大风天气，最大风速出现在双

流黄甲镇30.6米/秒，这已是11级大风标
准。在成都，11级大风算是罕见的了。

雷声也不逊色。根据四川省雷电监
测快报，16日18时～17日6时，成都发
生雷电云地闪击120次，其中，双流打雷
次数最多，有42次。

大风、雷电，双流都占了榜首，在雨
水榜单上，大邑占了上风。据成都市气
象台的统计，16日20时到17日08时，
成都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南部地区，
最大降雨量在大邑王泗镇，降水量达84
毫米。

虽没有占据三个榜单的榜首，但双
流也是榜首有名，双流西航港桂花堰以
49毫米的降水量在全市排名第六。

天气预报
成都本周末早晚有雨

成都的天气大戏将进入尾声。17
日午后开始，成都逐渐放晴，而四川的雨
水，也逐渐想盆地东部转移。17日下
午，达州、巴中等地，降雨继续。当晚，雷
暴天气在盆地东北部、南部以及西南部
做最后的谢幕。

因为风雨雷电，成都上了“热搜”，却
退出了高温榜。17日14时，成都的气温
近23.4℃，同比前一天下降了9.8℃，下
午4点后，太阳悄悄露脸，气温有所回
升，成都最高气温达到28.4℃，但相比前
一天，还是足足降了5.6℃。整个盆地，
也都开启了瞬间清凉模式，纷纷下了
30℃。

未来几天，天气逐渐平缓。雨，还是
要下，不过，成都的雨水多集中在早晚，
且以阵雨或小雨为主，白天基本没雨。
这样说，大家也就都知道了，降温，基本
无望。据成都市气象台预报，最近三天，
成都最高气温均维持在30℃左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宁夏特警废墟中“救出”一面文物级国旗
十年后移交“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

国旗“回家”
2008年6月，汶川特大地震

重灾区什邡市红白镇，宁夏公
安援川特警队王建楼警官跟同
事一起，在灾区废墟下，“抢救”
出一面制作于1968年左右的国
旗。7月1日，红白镇临时搭建
起来的帐篷小学，在救援队伍、
志愿者、师生们见证下，这面国
旗在废墟中冉冉升起。

援助结束后，王建楼将这
面国旗带回宁夏，几次工作调
动，他都将这面旗带在身边。
震灾十年之际，王建楼萌生想
法，将这面国旗送回当地。因
为这面废墟下“抢救”出来的那
抹红，见证了红白镇昔日的安
宁，也见证了红白镇所遭受到
的灾难，更见证了当时全国各
地救援队伍与灾区人民群众肩
并肩共同抗灾的过程。

得知王建楼的心愿后，宁
夏新消息报联系到了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通过两地互动，5
月17日下午，这面有着50年历
史，在震灾废墟中升起的国旗，
正式移交给了“5·12”汶川特大
地震纪念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虎 摄影报道

正式移交
地震纪念馆
宁夏新消息报知道这一消息

后，立即联系到了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希望两地媒体联动，帮助
王建楼完成心愿，送国旗“回家”。

5月1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立即联系到了“5·12”汶
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纪念馆管理
部门随即启动国旗交接工作，并
决定于17日举行国旗交接仪式。

5月16日晚，宁夏公安厅宣
传处副处长张立、四川省公安厅
调研员陈智明、宁夏电视台记
者、宁夏新消息报记者和王建楼
一起，赶赴绵阳。

17日下午，国旗交接仪式在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管
理中心进行。王建楼用双手托
着国旗，神情庄重：“我代表宁夏
公安援川特警队向‘5·12’汶川
特大地震纪念馆移交国旗！”管
理中心副主任刘强神情肃穆：

“我代表‘5·12’汶川特大地震纪
念馆接收国旗！”

“这面国旗是对历史的见证，
是对当年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
救灾的见证，是对灾后重建的见
证，更是对国家从灾难中走向辉煌
的见证，纪念馆将对国旗永久珍
藏。”刘强说，国旗将被收藏于纪念
馆的文物库房，并列为重要馆藏。

刘强说，国旗入馆后，管理中
心将邀请国内专家对这面国旗进
行文物评定，完善资料，补充国旗
背后的故事，随后会尽快安排对
外展出。同时，也希望以交接仪
式为契机，研究建立宁夏当年参
与援川单位的资料库，组织两地
之间的部门进行长期互访互动，
以此铭记历史，共赴未来。

交接仪式后王建楼说，这面
有近50年历史的国旗，见证了红
白镇昔日的安宁，也见证了红白
镇所遭受的灾难，更见证了当时
全国各地救援队伍与灾区人民群
众肩并肩共同抗灾的过程。“现
在，国旗已‘回家’，她还会见证灾
区重建后的辉煌和美丽，见证四
川人民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2008年 7月1日，在红白镇临
时设立的帐篷小学，王建楼和救援
人员、志愿者及师生商量，准备在学
校旁举行了一个升国旗仪式。“在那
样艰苦的情况下，我们希望通过升
旗仪式，给大家信心，鼓舞大家，要
相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祖国，什么
困难都可以克服。”

就在那天，这面被“抢救”出的
国旗，在废墟上冉冉升起，迎风招

展。看着大家眼神坚定地向飘扬
的国旗行礼，那一刻，王建楼热泪
盈眶。

援川任务完成后，这面国旗跟
随王建楼来到银川。王建楼将国旗
装入镜框，挂在办公室里。“看着这
面国旗，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十年
了，王建楼已由银川特警支队的一
员，成长为宁夏灵武市公安局政委，
可不管工作调动到哪儿，他始终把

这面国旗带在身边。
“灾区重建完成后，我又去了一

趟执行任务的地方，看着眼前一幅
幅劫后重生、焕发出巨大生机的场
景，激动不已、欣慰不已。一个强
大的国家，才能佑护自己的国民。”
王建楼说，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
他的心愿是把这面国旗归还给当
地——回到四川比放在自己的办
公室更有意义。

入入
川川
救救
援援

废墟中“救出”一抹红

五星红旗飘扬帐篷小学升升
旗旗
仪仪
式式

国国
旗旗
回回
家家

借着风雨雷电
“网红”成都再上热搜
本周末，成都气温将回升至30℃左右

从11日开始，天天上热搜的成都，乃当之无愧的“网红城市”。
而5月17日，成都第七次“上榜”，则是因为风雨雷电。17日凌晨，成

都“惊风火扯”，风声、雷声、雨声，此起彼伏，不消停。一觉醒来，有小区、
街道直接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有高校的微信、QQ群直接变成了“失
物招领群”。要说“戏最足”的，还是双流区，大风榜、雷电榜，它都高居榜
首，而降雨榜，它也是榜上有名。

本周末，成都天气变得平静，但气温将回升至30℃左右。

国旗交接仪式。

从废墟中“救出”的国旗飘扬
在震后的帐篷小学。（资料图片）

成都一夜风雨留下的“施虐”痕迹。 刘陈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