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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32 空气质量 优
优：攀枝花、马尔康、绵阳、广元、乐山、巴中、
康定、内江、南充、遂宁、达州、广安、雅安、
德阳、资阳
良：自贡、西昌、眉山、泸州、宜宾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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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10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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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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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4月10日开奖结果

体彩

4月13日至14日，锦城艺术宫将演
出引进英国正版舞台剧《小猪佩奇》（英
文版）；

4月13日，大喜时代剧场将演出经典
童话人偶剧《小红帽》；

4月15日，广安市民广场大剧院将演
出大型诗乐舞《大国芬芳》；

4月17日至19日，东郊记忆·8090剧
场将演出爆笑感动话剧《诱惑的街》；

4月19日至20日，锦城艺术宫将演
出话剧《苏东坡》；

4月19日至21日，大喜时代剧场将
演出”疯狂戏剧·品质好戏”饶晓志严肃
绅士喜剧《你好，疯子！》；

4月26日，宜宾市酒都剧场将演出开
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羞羞的铁拳》。

超级大乐透第 19040期全国销售
256461644元。开奖号码：01、03、31、32、
34、01、03，一等奖基本11注，单注奖金
1000 万元，追加 8 注，单注奖金 800 万
元。二等奖基本70注，单注奖金685657
元，追加26注，单注奖金548525。三等奖
325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期开奖前
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
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6679434766.5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093 期 全 国 销 售
16292644元。开奖号码：525。直选全
国中奖 5725（四川 343）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9419（四川
646）注，单注奖金346元。13749691.5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93 期 全 国 销 售
10793808元。开奖号码：52517。一等
奖 103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32935983.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
10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绿巨人”首秀
比“K”字头快4个半小时

根据铁路最新调图，4月10日
起，兰渝线增开兰州至成都东D764/
761 和 D762/763 次动车组，并由
CR200J“复兴号”担当运行。从地图
上看，这趟成兰动车有一点绕，经沪
蓉线、达成线、兰渝线抵达兰州，但没
有关系，这趟动车还是比之前的列车
大大缩短两地运行时间，全程来往运
行时间分别为6小时50分和6小时
52分。

除了出发、到达时间都在早晚非
常方便外，在票价方面也很有优势。
记者查询发现，该动车全程一等座票

价为366元，与普客列车软卧票价持
平；二等座票价为230元，与普客列
车硬卧票价持平。不仅如此，该动车
组的运行时长比最快的“K”字头列
车少了约4个半小时。

成兰直达动车的开通，最开心
的要数广大吃货，让“担担面”和“兰
州拉面”两碗面的距离更近了。在
西北地区，兰州是一个有众多美食
的城市，牛肉面、酿皮子、浆水面、甜
醅子……众多陇上美食已在向他们
招手。

当然，来一趟西北风情之旅也是
不错的选择。黄河第一桥中山桥、甘
肃省博物馆、黄河母亲雕塑，还有河
西走廊的张掖、敦煌、莫高窟等，也都

是四川人向往的地方。

乘坐体验
车厢宽敞且充电方便

10日下午，通体绿色的成都东
至兰州D764次动车组列车静静停
靠在成都东站。D764次动车组是9
节车厢的短编组列车，定员720人。

14点 41分，这列被称为“绿巨
人”的新型复兴号列车满载旅客出
发，一路向北，并于6小时52分后抵
达兰州。“绿巨人”由此完成了在四川
首次载客运行。

该动车组学名 CR200J（时速
160公里动力集中复兴号动车组），

绰号“绿巨人”，完全由我国自主研
发。“绿巨人”外观延续了普速列车
的国槐绿底色，配有黄色条纹点缀，
体现了新款复兴号列车对老机车的
继承。

登上“绿巨人”，记者的第一感
觉是宽敞舒适。列车座位采用“3+
2”排列。与传统普速列车相比，该
车座椅椅背可以调节，座椅间距也
增大了很多。传统普客列车的一大
问题是充电不方便，而在“绿巨人”
上，记者看到每排座位间都配有电
源和USB接口，车厢连接处、洗漱间
位置也有充电插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菲摄影报道

成都到兰州新开直达动车

“绿巨人”
7小时飙拢

为爱出发
登山队伍集结融入年轻力量

4月9日的成都，气温达到20
多摄氏度，路上行人穿起了春装夏
裙。下午1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大厦楼下的大巴上，坐着一群背着
厚冲锋衣和长裤的大学生，他们是
第6届“为爱攀登”的队员，即将前
往以“成都之巅”著称的西岭雪
山。今年，“为爱攀登”走进高校，
让青年人了解公益，让更多的年轻
人参与进来，让爱心火炬传递。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大学
生代表们到达雪山脚下。随后，奥
运冠军唐琳、青城山第三十六代掌
门刘绥滨、歌手赵迎等陆续到达，大
家在此集结，为次日的攀登作准备。

除了登山队员们的“为爱集
结”，今年，凯乐石再次为活动提供
专业登山装备，成都爱尔眼科医院
第六年成为本活动医疗救助机
构。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四川
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还将携手四
川新华文化公益基金会，共你我之
力点亮公益之光，进入甘孜藏族自
治州，征集为爱攀登受助对象，并
启动“点亮”行动。

为爱前行
雨雾里攀高峰其间偶遇蚂蝗

10日上午8点半，伴着淅淅沥
沥的小雨，西岭雪山下，第6届“为
爱攀登”大型雪山公益活动正式启
动。9点，全球首位完成登顶七大
洲最高峰、徒步南北极点的记者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首席记
者刘建，从奥运冠军唐琳手中接过
队旗，完成出征仪式，登山队即刻
出发，冲刺成都之巅。

天公不作美，雾气和雨全程伴
着登山队员们。“以前没有来过西
岭雪山，听说这里很美，结果攀到
顶也是雾气，什么都看不到，很遗
憾。”成都体育学院大二的学生龚
和梅说。除了雾，还有雨，“爬到顶
的时候，大家的头发都湿了，不知
道是汗是雨还是雾。”

到半山腰时，西岭雪山的工作
人员给登山队员们补给水源，给他
们加油打气。龚和梅和其余的大
学生代表都有过登山经验，攀登对
他们来说不算难题。

“哎呀！蚂蝗！”在停下来补给
的时候，电子科大的王申睿指着龚
和梅身上一只虫子尖叫起来。“我

当时不知道蚂蝗是啥，就随手把它
拍下去了。直到听到其他人说吸
血什么的，我才被吓到了，赶紧让
学长帮我看身上还有没有。”接下
来的路上，龚和梅和伙伴们都把帽
子戴好，注意着可能从树上落下来
的蚂蝗。

为爱呼吁
登顶成都之巅爱心还将延续

经过近五小时的努力，队员们
安全登顶。“为爱攀登，礼赞祖国！”
出发时的口号又一次在山顶响
起。西岭雪山日月坪上，周围全是
雾气，队员们站在雨中，唱起《我和
我的祖国》。今年，新中国将迎来
70周年华诞，此刻，登山队员们用
攀登雪山来彰显公益，以公益大爱
礼赞祖国。

“下一次有机会，我还会来爬
西岭雪山，希望那时候天气能好一
些，让我可以一睹它的美貌。”龚和
梅说到这里时，红扑扑的脸上挂着
笑，转而又提到这次“特殊”的登山
经历。“我是户外专业的，以前爬山
都是比赛或训练，不像这一次，是
为了帮助别人。登顶的那一刻我
感觉特别棒，在过程中，我一想到
每爬一米就会产生公益基金，就特
别有劲，以后有机会，我还来参加
这样的活动。”

作为感动国人的慈善公益活
动，一年又一年，“为爱攀登”走过
的道路将不断伸向远方。

风雨同行 为爱攀登
以公益大爱礼赞祖国

第6届“为爱攀登”慈善巅峰行登顶西岭雪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姚箬君 摄影 陈羽啸

4月10日，天公不作
美，第6届“为爱攀登”慈
善巅峰行的队员们在雨
中砥砺前行，经过近5小
时的攀爬，在13点49分
成功登顶西岭雪山。“为
爱攀登，礼赞祖国！”随着
口号又一次响起，在云雾
缭绕的日月坪上，队员们
唱着《我和我的祖国》，用
攀登雪山来彰显公益，以
公益大爱礼赞祖国。

五年时间，“为爱攀
登”始于足下，已积跬步
至千里，从四川一路走到
全国、走向国际。今年，
奥运健儿的加入、往期嘉
宾的注目，以及大学生代
表的参与，让这个活动更
加丰富、具有活力。和
往年一样，参加此次活
动的爱心人士将通过攀
登筹得善款，帮助眼疾
儿童恢复健康。一年复
一年的坚持，都是来自爱
的力量。

4月10日7点11分，D762次列车缓缓驶出兰州火车站，目的地是成都东
站。全程用时6小时50分，中间只经停四川广元一站。兰州首发到达成都
后，当天14点41分，D764次列车从成都东站返回，并于21点33分抵达兰州。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新型复兴号动车组——“绿巨人”在四川首次载客
运行。它的入川首秀，则标志着成都和兰州两地直达动车的开通。成兰直达
动车组的开行，将成都到兰州的最短车程由之前11个半小时缩短为不到7个
小时，大大密切了两地联系。

据《四川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成都至兰州的直
达高速铁路将于2020年前建成投运，届时成兰两地的车程有望压缩至4小时。

“心灵音乐人”赵迎在峰顶与大学生志愿者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太极剑世界冠军龙骄尔 青城派第36代掌门人刘绥滨 藏族女歌手丹巴旺姆

奥运柔道冠军唐琳
向队长刘建授旗。

新型复兴号动车组。

□成兰直达动车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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