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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4时）
AQI指数 29 空气质量 优
优：泸州、马尔康、西昌、遂宁、资阳、内江、
广元、康定、宜宾、雅安、眉山、乐山、攀枝花、
自贡、德阳、广安
良：巴中、达州、南充、绵阳

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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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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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10月4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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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扫描以下二维码，进入
封面新闻APP，在推荐
频道或封蜜 club 进入
大假随手拍活动页面，
提交视频参与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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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视频之后，一定要留
下视频简介和联系方式，
不然大奖可能找不到你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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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
参与大假随手拍
现金福利拿回家

参与方式

女孩走进“最近的遥远”

体验达古冰川仙境

成都绿道游客数量创新高
国庆前四天

共接待60余万人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10 月 4

日，记者从成都市旅游局了解到，国庆节
前四天成都空气优良，气温适宜，旅游市场
秩序良好，各地景区迎来了旅游高峰。据
统计，4A级及以上景区和部分3A级及以
下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566万人次。截止
4日下午2点，成都市无重大旅游投诉。

据介绍，目前锦里接待游客34.47万
人次，邛崃平乐古镇30.98万人次，宽窄巷
子接待游客27.90万人次，双流海滨城景
区接待游客27.80万人次，崇州街子古镇
接待游客27.30万人次，青城山-都江堰
景区接待游客24.86万人次，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接待游客18.34万人次。

为深入贯彻落实重点国有景区门票
降价的有关要求，成都市主管部门和景区
积极响应，天台山、杜甫草堂、大熊猫基
地、青城山-都江堰、西岭雪山等景区国庆
节期间实行门票降价和优惠活动，吸引了
大量游客。同时，大邑西岭雪山推出了免
门票、免鸳鸯池索道票的“0元体验森林旅
游”等系列体验特惠，游客凭借二代身份
号在官网上预约即可免门票。

随着成都市绿道基础设施的日趋完
善，绿道经济已逐渐成为带动旅游发展的
新引擎，成为旅游消费的新场景。国庆假
日期间，绿道已成为成都市游客休闲、度
假、养生的重要载体。据统计，假日前四
天成都市已收报统计的绿道吸引了60余
万游客。

走进达古冰川
看“最近的遥远”

距成都三百公里车程外，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境内，有一
处被著名作家阿来誉为“最近的遥
远”的景点——达古冰川。

这座雪山终年积雪，气势磅磗，
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
光灿灿，十分壮观，有形成年限达亿
年的冰川，是整个景区的灵魂所在。

来自成都的女孩小魏走进达古
冰川，感叹于大自然的美好：既有现
代山地冰川，又有瀑布、湖泊、原始
森林、成片的杜鹃林和星罗棋布的
草甸。

“不仅是植物，野生珍惜动物也
有很多，比如川金丝猴、藏酋猴、羚
羊、盘羊等。”小魏也用手机，拍下了
乘坐缆车上山的延时视频，随着海
拔越高，植被越来越稀疏、云层也越
来越密。

格里菲斯天文台
俯瞰洛杉矶美景

另一位网友颜女士，站在美国
洛杉矶的至高点，也就是世界著名
的格里菲斯天文台，俯瞰下去，一览
城市风光。

她站在观景台上，用手机延时
镜头，整整站了四十分钟，把眼中一
切的美景记录下来，才发现，原来漫
天繁星坠落人间。

长假余额已不足一半，记得随手拍赢奖金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10月4日，国庆长假余额已不足一半，
大家玩够了吗？在外游玩的同时，一定
记得随手拍、赢取奖金哦！

从9月30日起，封面新闻联合抖音短视频发
起“大假随手拍”国庆黄金周微视频大赛，只要在游
玩期间随手拍下好吃、好耍、好笑的瞬间，就有机会
赢得千元现金奖励。

来自成都的女孩小魏，走进被著名作家阿来誉
为“最近的遥远”的达古冰川，寻找野生种群物种，
看高山草甸、瀑布美轮美奂，犹如人间仙境一般。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从9月30日起，封面新闻联合抖
音短视频发起的“大假随手拍”国庆黄
金周微视频大赛就正式开赛了。

不管你是吃到了游览当地的特
色美食，还是领略到了祖国山川的
大好美景，亦或是出行途中偶遇的

暖心一瞬，都可以随手拍下，与亿万
网友共享。

要注意哦，要把视频控制在 60
秒以内，并且文件大小不要超过
200M，只要视频被采用，就有最低
100元的稿酬。

在大假结束之后，活动主办方
还将根据作品质量、传播数据、社会
意义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评选出
一二三等奖，获奖者也将分别拿到
3000 元、2000 元、1000 元的现金奖
励！

60秒微视频晒假期 最高可得3000元现金大奖

或在抖音APP内参与#
大假随手拍#话题挑战

成都女孩小魏随手拍达古冰川美景。（视频截图）

网友颜女士站在格里菲斯天文台，俯瞰到的洛杉矶美景。（视频截图）

10月4日，国庆长假第4天。中
午12时16分，成都市纪委派驻市林
业园林局副局级纪检监察员李敏华，
与朋友自驾从广西返回成都。行至
省道S60合那高速公路夏农宁段时，
左前方一辆五菱宏光面包车突然侧
翻。冒着车子随时爆炸起火的危险，
李敏华和2名军人冲上前去，从侧翻
的车内扶出了4名受伤群众。

“当时车子冒着烟，车身很烫，车
内传出老幼的哭喊声。”下午3点40
分左右，记者电话联系到了还在返回
成都途中的李敏华。“我们8个人2辆
车，看到面包车侧翻，赶紧把车靠下
来围了上去，帮着把人往出背，路过
群众纷纷参与到了救援当中。”

“有两个当兵的也冲了过来，帮
着我一起救人，过往群众有的搀扶、

有的背人、有的报警，有的自动维持
现场秩序……”李敏华说，众人齐心
协力帮助人的场面感人。

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的李敏华
觉得自己做这些理所当然。“当时也
没想有多危险，就觉得必须尽快把人
给背出来。”

如果救援不及时，车子起火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安全将车内4人救出
后，对方执意让李敏华留下联系方式，
希望择日登门道谢。“我没给他们电
话，叮嘱了几句就离开了，出门在外都
不容易，碰到了谁都会帮一把。”李敏
华告诉记者，希望伤者早日康复。

据了解，目前，受伤群众已被安
全转送至附近医院。

刘恩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牛建平

10月2日，国庆长假第二天，成
都市民肖女士和妈妈按计划准备乘
坐高铁回乐山老家。然而在去成都
东站的地铁上，肖女士被突然涌进
来的人流挤了下，一个没站稳，脚崴
了。

“当天早上由于地铁上人多，我

和我妈没有上到同一节车厢。”肖
女士说，脚刚崴到时，自己还没意
识到疼痛。找到妈妈之后，她才发
觉左脚越来越疼。“那时，妈妈就给
旁边的一个抱着孩子的姐姐商量，
能不能把座位让给我座。”肖女士
说，那个好心的姐姐把位置让给了
她，“坐下来后，疼痛感越来越强
烈。”

到了成都东站地铁站后，肖女
士的左脚的脚踝处已经肿了。在
妈妈的搀扶下，她才走下地铁。担
心地铁里人流太大再次撞到脚，肖
女士请求地铁工作人员的帮助。

“没过多久，推着轮椅的安保大叔
和地铁工作人员就来接我，一路将
我推到成都东站站内。”肖女士说，
到了站内，他们又和东站的工作人
员联系。

“后来，东站的工作人员就帮我
推轮椅，担心上车的人太多，他提前
把我送到了高铁上。”肖女士说，上
了高铁，因为她的位置在车厢中间，
轮椅过不去，工作人员把她搀扶到
座位上才离开。

“很谢谢帮助过我的人，他们国
庆期间没有休息为旅客提供便利，
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感觉成都人很
热心。”肖女士说。

经检查，肖女士的左侧踝关节
撕裂。目前，她正在乐山的家中休
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受访者供图

国庆自驾广西路遇车祸

成都纪检干部
出手救出四人

妹子回老家途中脚崴了

工作人员接力
护送她上高铁

救人现场。

工作人员将肖女士推进成都东站内。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270期全
国销售13196896元。开奖号码：959。
直选全国中奖6142（四川197）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7212（四
川534）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全国
中奖 0（四川 0）注，单注奖金 173 元。
12800183.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70期
全国销售 9430724 元。开奖号码：
95978。一等奖24注，单注奖金10万元。
223542872.3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8126期全国销售45918772元。开奖
号码：03133113033003，全国中奖一等
奖189（四川8）注。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
18126期全国销售21946124元。开奖
号 码 ：03133113033003，全 国 中 奖
21818（四川1138）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
平负第18131期全国销售117500元。
开奖号码：103333113300，全国中奖 4
（四川0）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 场进球第
18136期全国销售818926元。开奖号
码：30100023，全国中奖16（四川1）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2月
3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