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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成都（15时）
AQI指数 168 空气质量 中度污染
优：西昌、康定、马尔康、广元
良：雅安、泸州、攀枝花、内江、资阳、巴
中、遂宁、绵阳、广安
轻度污染：达州、宜宾、南充、眉山、德
阳、自贡
重度污染：乐山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1—101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大部分地区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30日空气质量预报

2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体彩

今日
限行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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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10月29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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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40年川人生活记忆征集

超级大乐透第18127期全国销售
217690667元。开奖号码：01、03、04、11、
29、08、12，一等奖基本3注，单注奖金
10000000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6000000
元。二等奖基本75注，单注奖金137148
元，追加25注，单注奖金82288元。三等奖
基本915注，单注奖金4190元，追加384注，
单注奖金2514元。65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8295期全国销售14156518
元。开奖号码：168。直选全国中奖8446
（四川343）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
国中奖0注；组选6全国中奖15762（四川
1278）注，单注奖金173元。1258万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295期全国销售10344010
元。开奖号码：16807。一等奖56注，单注奖
金10万元。2457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8141期全国销售
36029736 元 。 开 奖 号 码 ：
01310310313330，一等奖全国中奖52（四川
3）注，单注奖金310410元，二等奖全国中
奖1462（四川63）注，单注奖金4731元。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41期全国销售
23200888元。开奖号码：01310310313330，
全国中奖10821（四川531）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46期全国
销售32342元。开奖号码：333331001301，
全国中奖0（四川0）注。足球4场进球第
18151期全国销售681080元。开奖号码：
21220332，全国中奖0（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2月
2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我搬了几次家，但是这个收音机和照
相机一直都还保存着。”成都市民李思固今
年73岁，祖籍虽然在江西，但他却是个老
成都。1957年随父亲参加三线建设来到
成都后，李思固一家便定居成都。在成都
这61年的时间里，他们曾搬过好几次家，
但自己的两样宝贝——红灯牌收音机和牡
丹牌照相机，他一直舍不得扔掉，因为它们
留存了他的许多记忆。

“回家坐在椅子上喝着茶、听着广播，
工作一天的疲劳都没有了。”1964年起，李
思固在四川纺织厂，也就是老一辈人记忆
中的东郊川棉厂工作。“收音机是70年代
末买的，花了我三四个月的工资呢。”尽管
当时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钱，省吃俭
用才凑了一百多元钱买到收音机，但每天
下班后通过收音机听新闻或者一些歌曲、
故事，那种享受对他来说很值得，“这个收
音机现在都还能开机呢。”

说起自己的另一个宝贝——牡丹牌照
相机，李思固也难掩激动。“相机是1984年
前后买的，当时还是个奢侈品。”上世纪80
年代，李思固的家庭生活条件稍微好了一

些，便又花了一百多元买了一个相机，如果
现在还有胶卷的话，相机还能正常使用。

“那时候出去玩或者全家团聚的时候，拍张
照很有纪念意义的。”

李思固说，从最初的收音机到后来的
录放机、照相机，再到电视机、电脑，可供休
闲娱乐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退休后，每天
看看电视、玩会儿电脑，或者和朋友聚一
下，出去锻炼一下身体，这些就是他的生活
常态。

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封面新闻、华
西都市报、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联合
主办“改革开放 见证四川四十年”展览以
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变化。

为筹备展览，现在面向社会公众征集
“记忆”。如果你还珍藏着光阴的“老照
片”，如果你还保留有岁月留痕的“老物
件”，请把“它”和“它的故事”交给我们，让
我们共同讲好温暖人心的“四川故事”。成
功入选后，还有丰厚奖金等你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曹菲 戴竺芯 实习生高丽

从听收音机到玩电脑
73岁老人讲述40年休闲之变

蒲江县寿安镇打好“组合拳”
抓牢主体责任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近年来，蒲
江县寿安镇党委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中心
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两手
抓，两手硬，有效促进全镇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落地落实。

树立担当意识，强化主体责任。镇党
委领导班子明确将“抓党风廉政建设是本
职、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失职、抓不好党风
廉政建设是渎职”作为第一准则，党委主要
负责人带头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
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
件亲自督办。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要求，
党委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以上率下，加
强监管，对重点项目实行挂图作战，努力形
成上下贯通、层层负责的完整链条。

强化督办通报，严格作风建设。镇党
委紧紧围绕国际生态精工新城，要求各班
子成员全力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小城
市建设、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综治维稳等工
作，每周定时在班子例会上汇报进度；每月
定时督办班子成员尚未完成的工作和重点
工作；每月出一期工作通报，点到工作，点
到人；不定期向分管领导作分管廉情专报，
实行定向通报；形成一月一通报，一事一专
报的稳定工作机制。

定期研判分析，狠抓工作成效。定期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镇党委每季
度至少专题研究一次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制定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清单和责任分工，
签订责任书，完善责任追究机制，每季度进
行一次责任清单履职检查，做到对表完成，
责任到人。

母亲醒了
女儿玩笑中传递希望

这天下午，母亲的状态给了王加
丽一些安慰。

十几天的抢救后，秦富芝终于醒
了过来，有了些模糊的意识，可以在旁
人照顾时给出微弱的反应，排便也正
常了起来，“妈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
回来了。”秦富芝推进ICU后，王加丽
每天都会来和她说会儿话。29日下
午，昏迷十几天的秦富芝终于醒了过
来，向王加丽点了点头。

看着秦富芝因为输液而肿成一
团的手背，王加丽忍不住调侃起来，

“妈妈，你是觉得外面太冷了不好耍
才跑到重症监护室去的哇？”她知道
母亲能听见，想以这种轻松的方式
给绝境中的秦富芝予以力量，让她
看到希望。

大二休学
一天打五份工挣学费

王加丽也曾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家
庭，不幸从2012年前后接踵而至。先

后经历了父母离异，父亲去世，母亲因
经济纠纷入狱，失去经济来源的王加
丽在大二那年选择了休学打工，赚取
自己和弟弟的学费。

南下广州打工，第一份工作是一
家公司的前台，每个月工资两千。老
板向王加丽提出，“工资先帮你收着，
用的时候再给你。”缺乏社会经验的王
加丽没有多想，不料干了半年后，工资
全打了水漂。

咬咬牙把困难往肚子里吞，王加
丽打了更多份工，最忙的时候一天打
五份工。直到凑够了自己和弟弟的学
费、生活费，王加丽才又回到了学校。

2017年，母亲回家了，却有些自
闭。为了照顾妈妈，王加丽将妈妈接
到成都，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一起
生活。女儿的关怀备至与豁达乐观，
逐渐抚慰了秦富芝的心，“我们还一起
拍摄搞笑视频，妈妈是一天比一天地
开朗起来。”

回国救母
放弃美国模特工作

去年12月，王加丽正在准备毕业

作品，看到了美国一家公司想要拍摄
美食节目的消息，她便将想法写成策
划递交过去，美国公司便邀请她前往
美国拍摄。

趁着拍摄毕业作品的空档，有些
模特兼职经历的王加丽也面试了一
家美国模特公司，“他们需要华人面
孔”。就在王加丽准备大干一场时，
却接到了母亲罹患乳腺癌的消息。
王加丽不得已向公司请假，回国为母
亲治病。

做手术、做透析，眼看着秦富芝
一天天地好起来，王加丽这才放心
地再次踏上去美国的路途。她还清
楚地记得，就在一个月前，秦富芝为
她送机时，她还与母亲开玩笑说，

“下次回来我要给你买个大房子。”
那时的秦富芝刚刚做完第三次化
疗，人还是好好的。

接到医院电话是 17 日凌晨 4
点多，“你妈妈快不行了，要马上做
透析。”王加丽哭得泣不成声，“我
一定要救妈妈。”王加丽放弃了在
美国刚刚起步的模特事业，回到了
成都。

此前为了给妈妈治病，王加丽花
光了十几万的积蓄，弟弟本来在餐饮
店学厨师，如今也辞职全身心照顾妈
妈。记者在四川肿瘤医院的自助服务
终端上查到，截至29日下午，秦富芝
的治疗费用已欠款达156478.58元，
而母亲什么时候可以出ICU也还是个
未知数。王加丽告诉记者，目前离20
万的筹款目标还差一点，“后续其实还
有很多花费，但我可以自己去挣，但重
症监护室的费用我真的没法一下子筹
到这么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秦怡 摄影报道

放弃美国模特工作 四川女孩回国救母

“我不能没有妈妈”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红灯牌收音机、牡丹牌照相机承载
了老人对于休闲的记忆。

10月29日，四川肿瘤医
院ICU病房（重症加强
护理病房），王加丽和

弟弟王加林再一次来到母亲秦
富芝的病床前，为母亲擦身、按
摩、再与昏迷中的她说会儿话。
自母亲 17 日被推进 ICU 病房，
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十几
天。

2018年以前，王加丽未曾向
命运低过头。家庭突遭变故，失
去经济来源的王加丽大二便休
学打工，以支撑自己和正在上高
中的弟弟完成学业；缺乏社会经
验，南下广州又被骗，她选择咬
牙坚持；好不容易等到一家团
聚，生活正要拨云见日的时候，
一个晴天霹雳来了：母亲秦富芝
患上了乳腺癌。

“进 ICU，一天的花费就是
一万多。”被焦急、疲惫交替折磨
的王加丽，不得已在网上发起了
众筹，目标是 20 万。“我曾经以
为只要我努力一点，生活就会变
得好起来，可这一次真的是太难
了。”

王加丽姐弟二人在病床前守护着母亲。

医院的自助终端上显示秦富
芝已经欠费。

时间
即日起到10月31日

投稿内容

1. 老照片
（1）投稿作品著作权明晰，

杜绝侵权图片，应征照片若存在
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
权等瑕疵，由照片提供者自行承
担相关责任。

（2）投稿作品为JPG格式（胶
片照片请扫描为数码格式，通过
审核将由工作人员与您联系沟
通），长边不低于2500像素, 清
晰度不低于300dpi。胶片照片
无法扫描转化为电子版的，投稿
人可冲印照片复制品投稿，需7
英寸以上，1000×1400=约150
万像素(5×7英寸，毫米规格
127×178)；也可投送老照片原
件或底版，需退回的请在投稿说
明中注明。

（3）所有投稿作品需要100
字以内的文字说明，诠释该幅或
该组作品的拍摄者、拍摄年代、
拍摄地点及背后故事。

2. 老物件
（1）老物件报送时，须将老

物件提前拍成电子照片JPG格
式，并附10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
（年代、用途、背后的故事等，并
注明收藏者的姓名、联系电话）
发送至投稿邮箱，工作人员会在
初步筛选后联系投稿人。

（2）老物件采取自愿参展形
式。参展方式有两种：一是捐
赠；二是借展，由主办方在展览
期间展出，展览结束后退回。捐

赠、借展的图片和老物件，经主
办方筛选后确认展出的会颁发
相应证书。

奖项设立

一等奖1名，奖金5000元；
二等奖2名，奖金各3000元；
三等奖2名，奖金各2000元；
优秀奖5名，奖金各1000

元。
征集结束后，主办方根据参

展要求对所有作品进行评审，评
出相应奖项并给予相应奖励。

注意事项

（1）主办方对所有投稿老
照片、老物件拥有公益性宣传使
用权，符合要求的作品将有机会
出现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的
宣传报道中。

（2）主办方将向入选展品的
投稿人发放参展证书并邀请参
观展览。

联系方式

1. 投稿邮箱：scwc2018@
163.com（投稿邮件请标注为“改
革开放与你的故事投稿”，邮件
正文附投稿人信息与联系方式）

2. 联系电话：
028-86967333，028-86967334

（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梁老
师）

3．邮编：610012
4. 联系地址：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

川传媒大厦B区11楼四川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活动参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