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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117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攀枝花、马尔康、西昌、广安、雅安、内江
良：广元、巴中、康定、泸州、南充、资阳、遂
宁、乐山、眉山、自贡、达州、绵阳、德阳
轻度污染：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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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平原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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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空气质量预报

18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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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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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4月18日开奖结果

体彩

4月19日，特仑苏音乐厅将演出《四
月是你的谎言》——“公生”与“薰”的钢
琴小提琴唯美经典音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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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李茶的姑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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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闪闪的红星》经典红色主题试听音
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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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列 3 第 19101 期 全 国 销 售
16822998元。开奖号码：561。直选全
国中奖4885（四川482）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2831（四川
2271）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4933981.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01 期 全 国 销 售
10861096元。开奖号码：56134。一等
奖 23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39989859.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4场进球第19058期全国销售
2232184元。开奖号码：30121333，全国
中奖7（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
17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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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上“领导”指示转钱
财务照办 被骗12万
成都公安推出《防骗手册》，教你识破诈骗套路

制图 高翔

阆中8000本古籍“体”弱待修复
专家呼吁各方伸出援手

还记得那位“吼”着指挥交
通的协管员童元成吗？如
今因身患尿毒症和胆管癌，

他已两个多月没上班了。
4月18日，童元成患重病的消息

经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报道后，引
起了广泛关注，许多网友留言称在总
府路见过他，印象深刻，还有网友表
达了对童远成的祝福：“望早日康
复”，也有网友表示“想捐款”等。

18 日，了解到童元成因治病
负债累累、生活陷入困境后，某网
络众筹互助公司工作人员专程来
到省医院金牛医院，提出给童元
成众筹医疗费，帮助他早日摆脱
病痛折磨。

当日下午，刚做完透析不久的

童元成，被妻子李秀华扶进病房。
目前为止，童元成因治病耗费了近
10万元，其中5万元还是找亲戚借
的。面对后续的治疗，李秀华称不敢
想太多。

“现在肿瘤切除了，但是每个月
要做三次透析，加上吃药要花费
5000多元。”现实的困难是，两人加
起来的收入只有3000元，每个月还
有1900元的房贷要还。

网络众筹公司获悉童元成生病
后，专程派人来到病房，帮他收集病
历资料和信息，做成捐款链接放到网
上。“我们能做的只是一个协助作用，
更多地还是要靠大家转发。”该工作
人员说。

一个月前，童元成所在的单位
成都交警三分局还发出倡议，号召

分局同事、战友捐款献爱心，倡议书
里，专门提到“14年以来，童元成一
直在北打金路担任文明劝导员，工
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一名难得
的好同志。”据悉，此次一共筹得近2
万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带
着孩子来到病房，将一叠现金塞到
了李秀华手里，李秀华连连说:“真
的谢谢你们”。好心人离开后，李
秀华感慨道：“这个社会还是好人
多。”

下周，童元成将转到成都一医院
做后续治疗。“那里离家近，我方便照
顾他。”李秀华告诉记者，目前来看，
童元成只能终生做透析，至少目前没
条件换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方迪

记者手记

童元成只是一名交通协管员，但却
走红了。附近的上班族，没一个不认识
他。对他的评价，参杂了各类声音，有好
也有坏。讨厌他的人说“嗓门太大，工作
粗暴”，更多地是对他露出善意的一笑。

不可否认，14年的职业生涯里，童
元成把一份指挥交通的工作，做到了极
致。新闻传开后，唤起了网友们的集体
记忆，“我见过他直接把逆行的人从车
上拉下来！”你一句我一句的留言，让童
元成在短时间内又被大众熟知了一遍。

如果把镜头对准工作之外，脱掉
“黄马褂”的童元成，只不过是一名走
在路上的普通行人，活在城市的角落，
为生计奔波，有喜有悲，有脆弱无助的
一面。归根结底，他和我们一样。

爱心汇聚 热心人发起网络众筹

各方专家“会诊”阆中图书馆古籍善本。

“你转 12 万元给南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法人代表”

QQ发来的消息，成都一装饰公司的
财务按照指示向指定账户转去12万
元……岂料这却是一场骗局，等财务
人员明白是场骗局时已后悔莫及。

近年来，电信诈骗手段不断翻
新，为向市民发出预警，4月18日，成
都市公安局发布了《防骗手册》，教大
家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
骗手册》第一篇主题便是“QQ、微信
冒充熟人诈骗”。

案例解析：
通过QQ、微信
冒充熟人诈骗

今年3月1日中午11点，成都某
装饰材料公司财务人员小马在公司
接到法人代表“张某”的QQ消息称：

“我们公司与南京某公司有笔业务，
需要签订合同，南京公司的财务罗某
已将保证金12万元打进我的私人账
户，接下来的财务事宜你跟进一下。”

随后，“张总”发了12万元的转
账截图给小马，要求其添加南京公
司财务“罗某”的QQ。随后，“罗某”
告诉小马：“合同对我们南京公司很
不利，需要同张总进一步商谈合作
细节”。小马遂QQ请示“张总”，“张
总”决定下周一确定之后再签订合
同。

“罗某”随后告诉小马：“下周一
再修改合同的话，这12万元保证金
要先还给我们”。小马通过QQ请
示“张总”后，于当天下午3点过通
过网银从公司账户转账12万元给
对方。

第二天，小马见到张总时，问起

何时把12万元打进公司账户，张总
一头雾水：“什么12万元？什么南京
公司？我不知道啊”小马这才反应过
来自己被骗。所谓的“张总”“南京公
司”“合同修改”都是虚构的，压根就
没有这回事，12万的转账截图也是
骗子自己制作的。

手法解析：
通过QQ、微信诈骗的

主要方式

1.犯罪嫌疑人通过技术手段获
取公司人员架构，复制公司老总网络

通讯工具昵称和头像图片，再使用
QQ（微信）冒充公司老总，假借和其
他公司合作伙伴签合同为由，将公司
财务拉入事前准备的QQ群（微信
群）内，让财务向对方公司的指定账
户汇款。

2.犯罪嫌疑人利用木马程序盗
取对方QQ密码，截取对方聊天视频
资料，熟悉对方情况后，冒充该QQ
账号主人对其QQ好友以“急需用
钱”、“借钱”等事情为由实施诈骗。

3.犯罪嫌疑人使用QQ、微信等
网络通讯工具，模仿相同昵称和头像
冒充受害人的上级领导、熟人等身份
要求受害人向指定账户汇款、充值、
购物。

4.利用微博、微信、QQ等通讯工
具冒充受害人在国外的朋友，称购机
票时支付宝或者银行卡受限制不能
使用，需要受害人代买机票，然后声
称向受害人支付宝或银行卡转账，并
把虚假的转账成功截图发给受害人，
受害人看后信以为真，继而向犯罪嫌
疑人提供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打款
购票。

5.犯罪嫌疑人通过QQ冒充受害
人子女给受害人发送信息，以报名培
训班为由，提供虚假的联系方式让受
害人进行联系，之后犯罪嫌疑人冒充
培训班老师以交纳学费为由让受害
人汇款，实施诈骗。

6.犯罪嫌疑人通过QQ冒充受害
人子女给受害人发送信息，假称其在
国外的教授回国，教授国内亲属要做
手术急需用钱，但由于教授回国前，因
带现金太多不方便，已交由其保管，诱
导受害人与教授进行联系给予帮助，
随后犯罪嫌疑人冒充该教授让受害人
想办法给其汇款，进而实施诈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晓璐

阆中市图书馆保存着8000余
册古籍善本，历史价值弥足
珍贵。日前，阆中市图书馆

邀请了该市政协、名城研究会、市志
办、档案局、文物局等部门的古籍保
护专家，集中考察、研究，会诊8000册
古籍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大
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堪忧。

八千古籍册册是宝

阆中市图书馆馆长李翔云介绍，
该馆始建于1956年，坐落在阆中市
古城区，现馆藏8000余册古籍善本，
为县级图书馆所少见。

据悉，这8000余册古籍多系明
清时代古籍，不乏孤本。如上世纪
80年代该馆收藏的《四库全书》，在
全国县级图书馆里是极罕见的。

古籍善本中，明嘉靖木刻版《保
宁府志》、清嘉庆木刻版《四川通志》、
清咸丰木刻本《阆中县志》、清宣统手
稿孤本《四川南阆盐务图说》等书，图
文并茂，详实记载了川北及四川几千
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为研究阆中、川
北、四川历史以及风土人情和地方治
理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大咖痛惜古籍“体”弱

8000 余册古籍的“生存状况”
“生活质量”究竟如何？

“恒温恒湿，樟木柜、专业安防等
硬件设施设备严重不达标。”该市原
市志办主任杨朝志连连摇头。

“部分书籍不成套、有缺失，许多
书籍年代久远，保存不善，亟需补
救。”该市诗词学会会长刘先澄老先
生看后感到很惋惜。

“民间散落许多古籍善本、家谱、

族谱，有些艺术价值、史料价值极高，
但其保护手段更差，图书馆等相关部
门亟需收集、整理、收藏、利用。”该市
政协副主席王萌也很着急。

大咖们对该馆古籍保护现状倍
感痛惜:“如保护不善、遗失了文物，
今人遗憾，后人要责备我们呀！”

古籍保护缺人缺钱

面对声声叹息，图书馆一班人痛
心疾首:8000余册古籍犹如嗷嗷待

哺的婴儿，而图书馆缺资金、缺人才、
缺设备。

阆中市名城研究会执行主席李
文明老先生说，阆中是历史文化名
城，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但近年来在
文化方面的投入并不理想，许多文化
元素亟需拯救，这需要政府和社会各
界加大对文化的支持。

李翔云称，图书馆面临8000余
册古籍善本以及散落在民间的更多
的家谱、族谱的收集、复制再造等繁
重工作，人员、资金都严重不足。

克服困难修缮古籍

据悉，阆中市图书馆目前连必要
的购书经费都不能保障，全省仅两个
县公共图书馆无此经费，阆中为其中
之一。图书馆在传统业务上新增了
文渊阁休闲阅读书吧和古籍保护工
作室，目前两项工作靠社会赞助维持
运行。

“宝贝”体弱多病，家里再困难也
不能放弃治疗。2018年以来，阆中
图书馆派专业技术人员到省古籍保
护中心、川内古籍保护较好的图书馆
学习，立足阆中辐射川东北,打造了
古籍保护工作室,对古籍进行整理、
复制、再造等。

“宝贝是阆中的，也是南充、四
川、中国乃至人类的，保护古籍，除需
阆中发力外，上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也
应伸出援助之手。”阆中的文化大咖
们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汪仁洪

□“成都最‘凶’交通劝导员病倒”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