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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考后，家长们最关心娃
儿学习成绩，面对亮红灯的成绩，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让家长头疼、
焦虑，影响孩子智力、学习和发育
的祸根，居然与鼻炎、扁桃体和腺
样体肥大等耳鼻喉疾病有关。

我国每年新增耳鼻喉疾病患
者约2000万人，其中患鼻炎、扁桃
体和腺样体肥大的青少儿400万
人。怕影响学习久拖不治，导致并
发症者达50%以上。影响面部、智
力发育，诱发哮喘、咽炎、鼻窦炎、
中耳炎等疾病。暑期孩子时间充

足，身心放松、气血畅通，应尽早抢
得治疗先机。

四川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西
部复聪基金联合成都民生耳鼻喉
专科医院特邀国内一线耳鼻喉专
家开展耳鼻喉健康公益讲座。7
月 14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
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龚树生教授开
展耳部疾病讲座；7月 28日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喉科原主任梁
传余教授开展咽喉部疾病讲座；8
月4日第161医院耳鼻喉科原主
任蒋代华教授开展鼻部疾病讲

座。这个暑期全国一线耳鼻喉专
家轮流坐镇，一站式解决耳鼻喉
问题。

即日起电话预约可享受以下
优惠：

①专家讲座免费听；
②现场免费领取世界杯球衣

一套；
③专家一对一指导，预约报

名。
1、报名电话：028-96111
2、讲座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西

玉龙街6号

在世界肝炎日来临之际，为关
爱肝病患者健康，提前预防肝脏疾
病，四川省扶贫基金会“天使之爱”
医疗扶贫救助工程专项基金正式启
动“2018年肝病精准扶贫暨重症肝
病救助工程”。启动以来，不少市民
申请了免费肝病普查、及肝病先进
治疗最高可获援助1万元，市民可拨
028-96111报名咨询！

市民可免费体检
肝病专家陈尚武透露，成都是西

南地区的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大，肝

炎防治形势严峻。7月14日、15日将
开展北京专家大型义诊公益活动邀
请到北京302医院重症监护中心主
任李克教授为肝病患者义诊。同时
援助贫困的重症肝病患者，其中符合
条件的3名患者可获得全额免费救
助。为了惠及更多的肝病患者，此次
肝病救助活动的时间将一直持续到7
月31日。对肝病患者来说，每三个
月或者半年一次的复查非常重要，因
为通过复查可以了解肝病的发展情
况，及时采取抗病毒治疗。

专家最后强调，慢性肝炎的抗
病毒治疗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
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治疗没达到足
够的疗程，就自行中断治疗，这种做
法很危险。尤其是肝炎早期患者，
在尚未转变为肝硬化或肝癌的情况
下，应定期到医院检查，密切监视病
情变化和治疗效果，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

目前，96111健康热线公益行动
正在进行中，需要援助的肝病患者
均可拨打028-96111进行申请。

娃儿学习健康亮“红灯”？满分行动大揭秘 7.28世界肝炎日——认识肝炎 科学防治

肝病公益普查今日起市民免费体检

有人在等待，更多人在努力。
警戒线外，年轻的交警脸上被溅上泥

点子，他弯着腰，一遍遍向焦急质问的老
阿爹解释着。这位头发全白的老阿爹，坚
持认为现在水没涨上来，把车加足马力就
能冲过去。“您别着急，要安全第一，安全
第一。”将老阿爹带到阴凉处，交警递给他
一瓶水，继续安抚着。

7月12日中午，一辆从理县而来的
救护车，载着一位危重病人需要紧急转
院到成都。在317国道该段仍未抢通的
情况下，救护车由警车开道，通过已建成
的汶马高速在该段的应急施工通道，行驶
而去。

“还好还好，顺利通过了。”陈方富站

在人群中长长舒了口气，这位从汶川往马
尔康运送电池的货运司机，和儿子已经在
路上堵了24个小时。他们饿了就吃泡面，
累了就去饭馆里洗把脸，原本5个小时就
能到的行程拖到现在，他一点脾气都没
有，“等着嘛，总有通的时候撒。”

另一边，年轻的驾驶员杨贵果坐在大
货车高高的驾驶座上，堵了快20个小时的
他，已经买了手机流量包，“还有41%的
电，够我吃几把鸡”。

也有因为堵车而欣喜的，7岁男孩余
文豪站在路边看了一个上午，这么多辆挖
挖机在同时工作，怎么看都看不够，“挖挖
机好看，也想回家。”终于，重新坐上车，小
男孩拍着手，继续往家走。

（看点）

“背影”主人公
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金

身影虽小
孝心却大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雪 见习记者 宋潇）
上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报道了《男子不
顾水深齐胸 暴雨中逆行回家：我爸还在家里
等我》，在随后的24个小时里，这个背影打动
了无数人。大家纷纷表示“几乎快要哭出来”

“这大概是孝心最好的模样”。
7月12日，在248期正能量评选中，风雨

中逆行回家的孝子李周强获正能量二等奖，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将联合华西都市报为李
周强颁发5000元正能量奖金和证书，用奖励
的方式为他的孝心点赞，也希望能给他的家
庭减轻些负担。

华西都市报联合天天正能量给李周强的
颁奖词中这样写道：“暴雨阻断了归途，却阻
不断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牵挂。他的身影在洪
水中越走越小，他的孝心却在无数人心中越
走越大。为这份亲情和孝义点赞，也愿每个
看见它的子女，更懂得珍惜和陪伴。”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公益开
放平台，联合华西都市报等主流媒体在全国
范围寻找真善美、奖励正能量。截至2018年
6月，天天正能量总计投入公益金4200多万
元，发起每周正能量常规评选240多期、特别
策划奖励600多次，直接奖励人数超过4600
人。本报报道的多位正能量人物已获得该公
益项目的专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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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23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雅安、巴中、乐山、
绵阳、资阳、眉山、德阳、西昌、广元、达
州、自贡、内江、遂宁、泸州、广安、攀枝
花、南充、宜宾

12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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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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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泥石流撕开317国道汶川线
村民掏空冰箱招待滞留客

暴雨肆虐，317
国道汶川下庄村处，
被泥石流冲开了一
道宽约 2 米的口子，
泥泞蔓延 100 多米，
瞬间堵住沿途的货
车、旅游大巴、小车、
油罐车，也阻断了车
上司机和乘客的路
途。到 7 月 12 日中
午，原本抢通的道路
总共遭遇了 5 次泥
石流，在抢通、被断，
再抢通，再被断后，
从汶川县城出发到
下庄村的 11 公里沿
途，已经堵了接近
600 多辆车，其中最
久的，已经在这里滞
留了24个小时。

7月12日下午4
点半，该路段第 3 次
抢通成功，实现双向
通车。在欢呼声中，
大家终于可以继续
原本的行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江茜雷远东

摄影报道

爱心饭 52个鸡蛋和一锅粥

7月11日，暴雨过后，汶川县克枯乡下
庄村，这个317国道边的小村子，热闹起来。

堵在路边的车鲜少离去，车主和乘客
们下了车，敲响村民家的大门，去借个洗
手间，或者讨点开水。热情的村民，打开
家门，把各种凳子椅子小马扎搬到清理淤
泥后的小院子里，谁都可以来坐一坐。

11日晚上10点，小女孩妞妞的妈妈敲
开村民王英家的大门。堵在路上7个多小
时后，她想带着女儿借用下王英家的厕所。

“我一看，她们一家人都还没吃饭，就
想说在家里随便做点吃的。”王英起身钻

进厨房，不过，做一家人的饭是做，做一群
人的饭也是做，那么多堵在路上的人，多
做点饭菜，让大家都进来吃吧！

于是，王英去隔壁邻居家借来鸡蛋蔬
菜，加上自己家的，52个鸡蛋，一锅粥，咸
菜若干，这个农家人户的冰箱几乎被掏
空。饥肠辘辘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特
殊的一餐。有人掏出钱想要感谢，王英一
把推了回去，“家常菜而已，给什么钱。”

其实，王英的想法很简单，她觉得地
震中，汶川人受了太多帮助，现在能帮助
别人，自然不能有所保留。于是，这个农
家冰箱里，端午节留下的粽子被翻出来
了，前段时间包的饺子被端出来了，还有
过年时腌的腊肉香肠，小米排骨，能够吃
的，都端上了灶台。

这个夜晚，农家小院外的岷江奔腾而
过，而小院子里，食物氤氲暖人心。

7月12日，路依旧在抢通中。到了中
午，王英家的厨房里继续腊肉、香肠飘香，
大半盆土豆片已经切好，她计划着，得去
趟汶川县城，再买点米菜回来。她安慰着
被滞留在此的妞妞妈妈，“路就快通了，通
了你们就回家了。”

大抢险 5次泥石流与3次疏通
5台挖掘机在忙碌，被泥石流冲开的

缺口两边，等候的车辆排着长队。平稳通
过洪峰后的岷江，正裹挟着石块从路边呼
啸而下。

7月 12日上午，站在泥石流的缺口
处，胡颖东有点着急。作为阿坝州公路管
理局汶川分局党支部书记，他在11日早上
第一次泥石流发生后，就和同事来到现场
展开抢修，当时只有600多立方米的堆积
物，在中午11点左右就已经抢通，实现双
向通行。

雨还在继续下，沉默的山体仿若贪玩
的孩子，开始了一次次的变脸。

第一次抢通后没到3个小时，第二次泥
石流发生，3000多立方米的堆积物增加了
抢通难度，两个方向的车辆越堵越长。

11日晚11点半，洪峰经过汶川，岷江
流量增长到1950立方米/每秒。317国道

下庄村路段眼看着将被抢通，就在这个时
刻，泥石流奔流而下，再次带来3000多立
方米的堆积物。

至此，同一个路段，同样的路径，遭遇
了5次泥石流，而第3次的抢通工作，重新
开始。

“如果今天天气一直晴朗的话，我们
有望在下午抢通。”站在挖掘机边，胡颖东
心情并不轻松，稀软的泥石流，沿线的百
姓和庄稼，或许还会卷土重来的暴雨，都
沉沉压在心头。

7月12日下午，汶川放晴，下庄村路
边熟透的李子垂下枝头。没有人关注这
些，那些目光都聚焦在一辆辆忙碌的挖掘
机上，似乎，抢通的希望，就在眼前。

胡颖东心里清楚，在防汛应急响应结
束前，他和同事，都不会离开，“泥石流来
一次，我们就疏通一次。”

坚守中 保卫安全和生命通道

“暴雨中的背影”
为什么会感动阿里天天正能量？

暴雨中的背影，让很多人想起自己的父母，
想到自己身为子女为父母做了些什么。

这个故事之所以让我们感动，不仅仅是儿
子回家救父亲的执着，也因为照片背后蕴含着
亲情的无奈和心酸。

孝敬父母和老人，在现代许多人看来，仅仅
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或者仅仅是为了感恩报恩，
但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孝却被看得很重，古人称孝
是治国之道、立身之本，所谓始于事亲，终于立身。

古人告诉我们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道理，尽孝，
不仅能让父母生活幸福，更能让我们自己得到成
长，因为孝敬父母和老人，需要的是爱，是敬 ，是
诚，把这份爱、敬、诚推之于他人，践行之于社会，就
是温良恭俭让，就是谦谦君子其温如玉，有了这样
的美德，又何愁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

有父母老人孝敬的人是幸福的，孝敬父母
老人的过程是快乐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伴随
着我们的是品行的磨砺，是人格的提升，从这个
意义上讲，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提倡孝
道，倡导孝心文化，对于社会的进步，对于个人
的生活幸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
归途。愿天下为人子女，更懂得珍惜和陪伴，不
留遗憾。

正能量评论

马尔康 阵雨转阴 12-24℃ 多云转阴 14-26℃

康定 阵雨转小雨 13-18℃ 小雨 13-20℃

西昌 晴转中雨 19-30℃ 小雨转中雨 19-26℃

攀枝花 阵雨转小雨 21-30℃ 小雨转中雨 20-29℃

广元 阵雨转小雨 22-28℃ 阵雨转小雨 23-30℃

绵阳 阵雨转中雨 23-29℃ 中雨 23-27℃

遂宁 阵雨转小雨 25-32℃ 阵雨 25-33℃

德阳 多云转小雨 23-31℃ 小雨转中雨 23-27℃

雅安 晴转中雨 22-31℃ 小雨转中雨 22-30℃

乐山 阵雨转中雨 23-32℃ 小雨转中雨 23-30℃

眉山 晴转小雨 23-31℃ 中雨 23-29℃

资阳 阵雨转中雨 23-31℃ 小雨 24-29℃

内江 阵雨转小雨 24-33℃ 多云转小雨 25-33℃

自贡 晴转小雨 24-33℃ 小雨 24-32℃

宜宾 雷阵雨转中雨 24-33℃ 小雨 24-33℃

泸州 晴转小雨 24-34℃ 多云 25-34℃

南充 阵雨转小雨 25-33℃ 阵雨转多云 26-34℃

广安 雷阵雨转多云 25-34℃ 多云 26-35℃

巴中 阵雨转中雨 24-30℃ 阵雨转多云 25-34℃

达州 雷阵雨转阵雨 25-35℃ 多云 26-3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86
期开奖结果：350 直选：4549（144）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
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7922（431）
注，每注奖金173元。（1101.6万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86
期开奖结果：35000 一等奖：84注，每
注奖金10万元。（2.43亿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079期：0001*300110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080期：313010303311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90期：101103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
第18085期：1301003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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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泥石流阻断的道路在紧张抢通中。

家住路边的村民王英为饥肠辘辘的
滞留乘客送上暖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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