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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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15时）
AQI指数 97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西昌
良：广安、遂宁、泸州、内江、雅安、南
充、自贡、广元、资阳、攀枝花、绵阳
轻度污染：达州、眉山、巴中、德阳
中度污染：宜宾、乐山

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30—160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大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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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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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1月9日至10日晚，俄罗斯皇家芭蕾
舞团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新年至
臻芭蕾舞剧《天鹅湖》；

1月11日晚，四川交响乐团将在成
都ICON云端音乐厅演出《古老欧洲的童
话音乐会》

1月11日至12日晚，成都锦城艺术
宫将上演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

1月12日晚，眉山市会议中心将举
办《白俄罗斯国家歌舞团2019新年歌舞
音乐会》；

1月13日上下午，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英国BBC大型互动式多媒体儿童
舞台剧《海底小纵队4：极地大探险》；

1月15日至16日晚，成都锦城艺术
宫将上演民族歌剧《呦呦鹿鸣》；

1月19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卡农Canon In D 永恒经典名曲精
选音乐会》。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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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远县召开述责述廉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近日，威

远县召开2018年度述责述廉大会。县
委书记于进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第一阶段召开县委常委（扩大）
会议，专题听取了县人大常委会、县政
府、县政协、县法院等党组书记以及县委
常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汇
报，听取了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情况报告。

“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你
打算如何抓好本单位八项规定及实施细
则精神的贯彻落实？”“对局党组存在履行
主体责任不力的问题，作为局党组的主要
负责人，对此你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会
议第二阶段在听取了镇和部门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述责述廉报告后，现场展开询问
质询。随后，县委常委、县纪委委员和邀
请的普通群众代表等，进行了测评。

“今天现场听了其他镇关于党风廉
政建设履行主体责任的情况汇报，说实
话，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镇学习，下一步
我将扎实履行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督，
为‘打造特色农业小镇’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环境。”庆卫镇镇长许凤如是说。

两岁的果果，和琳琳的症状是一
样的，但就医要早一周。

果果家住成都华阳，首诊时，成都
高新区中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
医生侯艾桦是他的主治医生。

2018年12月27日，陈女士带着
果果到侯艾桦处就诊，“家长描述的症
状是咳嗽，并伴有反复发烧，已持续5
天，有既往病史。”侯艾桦还观察到果
果有喘息的情况。

“他的这种情况一直未得到根治，
我们也暂时没找出深层次病因。”侯艾
桦诊断完后，就在系统内为果果预约
转诊，并附上了果果的病历。很快，四
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专家看到了这
个预约申请，在病历上看了果果的症
状，当即开通绿色通道，为其预约了次
日上午的门诊号。

“我之前也通过微信这些抢过门
诊号，但按照普通流程，预约挂号可能
要在一周之后才能就诊。”陈女士说，
28日，果果被转诊到川大华西第二医
院儿科，专家诊断为肺炎，开了药后，

医生还专门嘱咐：“别太担心，你回到
之前的社区医院进行雾化治疗就可以
了，有什么情况，那边会把娃娃的病情
反馈过来。”

据了解，从2017年11月“华西妇
儿联盟”启动以来，共有188名像果果
这样的患者通过基层首诊，发现病情
严重或复杂而转诊至川大华西第二
医院儿科。在侯艾桦所在的中和卫
生服务中心，共有32人走绿色通道转
诊。“我们医院有两个医生是联盟医
生，其中冯莉萍医生转诊了20多人。”
中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曾
云说。
（应当事人要求，患者琳琳、果果为化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柳锋何方迪

关注川大华西第二医院分级诊疗

一个宝妈连续两天抢号白忙活
一个社区医生帮忙约到专家号
“华西妇儿联盟”启动以来，共有188名患儿通过基层首诊之后被转诊

两个娃娃同样是咳嗽
加高烧反复，在就医时，两
个妈妈却经历了完全不同
的求医之路。一个妈妈连
续两天设闹钟在被窝里抢
号，结果都是白忙活，不得
已只好深夜赶往医院排急
诊号；另一个妈妈则带娃娃
到“华西妇儿联盟”的社区
医院就诊，见病情复杂，医
生帮其申请到绿色通道，次
日就转诊至四川大学华西
第二医院儿科门诊。

据了解，从2017年11月
“华西妇儿联盟”启动以来，
共有188名患儿通过基层首
诊，发现病情严重或复杂而
迅速转诊至川大华西第二
医院儿科。

生活中，人们身边充斥着不需要
的东西，只要打包一扔就好；但精神
上的垃圾，却很难忘掉，怎么办？

近日，一座巨型负能量垃圾箱出
现在成都街头，它专门收集不满、肥
肉、矫情、拖延症……人们可将一切
压力和不快扔在这里，轻装迎接新的
一年。

1月 7日上午 10点过，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大慈寺路
国际青年社区，一个长 7 米、宽 4
米、高5米的黄色垃圾箱竖立街边，
格外显眼。

走进箱内，7个大垃圾桶立在左
侧，上面写着熬夜、肥肉、敏感、心软、
矫情、偶像包袱和怀疑；右侧墙上挂
着50多个粉色垃圾桶，它们代表更
具体的“精神垃圾”，如易怒、自卑、暴
饮、暴食……只要你将自己的不快写
在纸上，扔进垃圾桶，或许心情就会
好受些。

除了这些垃圾收集装置，垃圾箱
内的三面侧墙和地面也成为市民宣
泄的平台，写满了戳心的留言。如

“扔掉和我妈的沟通不畅”“2018我
抑郁症了，话更少了，希望你不要离
开，一起去马来西亚”……字字句句
都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以
及对轻松、快乐的渴望。

留言中除了有人们想扔掉的东
西，还有许多是对未来的期许，如找
到好的工作，心爱的球队夺冠等。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来自上
海的Mickel刚刚结束成都的工作，
在太古里闲逛时看到这个垃圾箱，特
别在“心软”和“矫情”两个垃圾箱前
合影。

“这些词都很戳心，特别符合当
代年轻人内心状态。”他说，自己也看
到过类似的展览，表达方式都比较隐
晦，最多只是放个垃圾桶，这么直接、
可爱的还是头一次见到。

“我们觉得辞旧迎新还是需要一
点仪式感，但又不想太喜庆，想做得
叛逆一点、独特一点。”“垃圾装置艺
术展”主办方相关负责人邱爽说，策
划这次展览，是为了给现代年轻人提
供一个扔掉负能量的场所，轻装上
阵，向未来许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菲摄影报道

辅警背晕倒太婆就医
网友点赞：背影帅炸
“我来背。”1月7日，冬日的成都

街头，出现暖心一幕：一名执勤交警在
接到求助后，将一位晕倒的太婆背起，
步行数百米，将其送到四川省人民医
院进行救治……这抹身影，被网友点
赞：帅炸！当天下午，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了解到，这个感动网友的
身影，是来自成都交警四分局五大队
的辅警章志超。

“当时车流大，我正在疏导交通。”
7日上午10点半左右，一环路省医院
附近，章志超突然接到一名大爷的求
助，“他很着急，招呼我过去，说老婆子
病倒了，现在走不了。”

章志超与大爷赶过去，此时的太
婆已经晕倒，几乎没什么意识。扶是
扶不了，章志超便弓身将太婆背到背
上，然后朝省医院方向走去。

“太婆不算重。”回忆当时情况，章
志超说，背了大概有300米远，就走到
医院，“路上行人和非机动车也很配
合，主动让行。”将老人送到急救中心，
见到医护人员处理后，他才离开。

很快，章志超背人的身影，被网友
拍下传到网上，获不少点赞，“交警小
哥太暖了！”“背影帅炸！”

“这是应该做的。”章志超说，在将
太婆送到医院后，路上工作还没完，他
又小跑回到路口，继续着交通排堵工
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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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晚上11点过，成都人民南
路，一辆白色轿车从车流中驶离主
道，沿着辅道缓缓行进。最终，这
辆车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门
口停了下来。很快，后排右侧的车
门被打开，一位20 多岁的女子钻
了出来。或许是感受到了车外的
寒冷，她将怀中幼儿的包被裹了
裹，随即向医院门口快步走去。

这时，从驾驶室下来的男子追
了上来，“右边，急诊在右边！”男子
在女子身后喊道。几分钟后，女子
抱着娃娃坐在急诊大厅的椅子上，
站在旁边的男子手上多了一张纸
条，上面写着371号，“现在270多
号了，还要等一下。”

这对夫妻是从彭山赶来的，他
们1岁半的女儿琳琳高烧不退。

“已经有5天了，白天是好好的，晚
上又发烧又咳嗽，反复发作。”张女
士说，3日晚10点过，女儿又发作
了，“这么小的娃娃哪经得起这么
反反复复整哦。”夫妻俩经过商量，

于是连夜带着娃娃赶往成都华西
第二医院。

在发现症状的前几天，张女
士为抢到大医院的儿科号，连续
两天设好闹钟，每天凌晨准时在
被窝里抢号，“可能是这段时间娃
娃感冒比较集中，没抢到号。”当
琳琳再次发烧，夫妻俩决定直接
到医院挂急诊，于是收拾东西就
驾车往成都赶，“到大医院看看，
到底咋回事。”张女士说，他们相
信华西的儿科专家，为了娃娃，就
算排队等一段时间也没办法。最
终，在等了一段时间后，琳琳被诊
断为轻度肺炎。

据介绍，这已不是张女士两口
子第一次深夜往成都赶了，去年，8
个月大的琳琳也是咳嗽不止，还有
些拉肚子，他们也到这里排队候
诊。“反正挺折腾的，但又没办法，
算上路上往返的时间，再回家喂
药，基本上是一晚上就没法睡了。”
张女士说。

大医院的号不好抢
连夜带着娃娃到成都看急诊

社区医生帮忙预约
两岁幼儿直接转诊“华西儿科”

成都街头出现一个为年轻人扔掉负能量的场所

这个垃圾箱
专收不快乐

①专门收集“不快乐”的垃圾箱。
②收集“熬夜、肥肉、敏感”等的

垃圾箱。
③不快乐全扔掉。
④“扔掉和我妈的沟通不畅”

①

②

③

④

川大华西第二医院设双向转诊患者优先窗口。

超级大乐透第19003期全国销售
207380158元。开奖号码：04、08、18、20、
32、10、12，一等奖基本0，追加0注。二等
奖基本47注，单注奖金208522元，追加
18注，单注奖金125113元。三等奖基本
530注，单注奖金7291元，追加188注，单
注奖金4374元。7201268804元滚入下
期奖池。排列3第19007期全国销售
16377494元。开奖号码：751。直选全国
中奖2739（四川168）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国中奖
8742（四川 612）注，单注奖金 173 元。
914627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排列5第
19007期全国销售11156544元。开奖
号码：75115。一等奖103注，单注奖金10
万元。20934246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
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