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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0-31 C 22-31 C
阴天间多云，早晚有分散性阵雨

偏北风1-2级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2级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6月28日至29日，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开心麻花舞台剧《牢友记》；

6月29日晚，费玉清告别演唱会将在
五粮液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举行；

7月5日晚，《英伦绅士UKEBOX尤
克里里弹唱音乐会》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举行；

7月11日，四川锦城艺术宫将演出音
乐剧《熊猫秘境》；

7月13日至14日，俄罗斯芭蕾国家
剧院儿童版《天鹅湖》将在绵阳绵州大剧
院演出；

7月2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德国创意钢琴互动音乐会《钢琴大斗
法》；

8月8日至10日，四川大剧院将演出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1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5时）
AQI指数 26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遂宁、雅安、
乐山、内江、泸州、资阳、宜宾、自贡、巴中、广
元、广安、南充、眉山、德阳、达州、绵阳

2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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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6月19日开奖结果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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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19070 期全国销售
271071777元。开奖号码：02、13、15、22、
34、02、12，一等奖基本 1 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43注，
单注奖金1186548元，追加22注，单注奖
金949238元。三等奖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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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9628452.27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63 期 全 国 销 售
15798716元。开奖号码：493。直选全国
中奖3178（四川213）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8676（四川716）注，单
注奖金173元。17868601.39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63 期 全 国 销 售
10521624元。开奖号码：49390。一等
奖 10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64847165.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
19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6·17”四川长宁6.0级地震特别报道

新华社成都6月19日电 19日晚，四川
长宁“6·17”地震召开了第三次发布会，截至
19日16时，灾区搜救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
正重点对房屋垮塌严重的废墟进行集中清
理，确保无一遗漏。

据宜宾市政府秘书长李廷根介绍，此次
地震共造成220人受伤，24万余人受灾，紧
急转移安置5万余人。目前受伤的220人
中，有 153 人住院，危重 8人，重伤 12人。
20名危重伤员均已送到市级以上医疗机构
进行治疗，并对其制订了一对一专家会诊治
疗方案。目前住院人员伤情稳定，多数已逐
渐好转。

经初步核查统计，震区电力、通信、供
水、供气、交通设施和生态环境不同程度受
到损坏，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9532 户
20185间，目前灾情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地
震发生后，森林救援、消防救援、武警部队、
矿山救护队、应急民兵及社会救援力量共
3100余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目前搜救工
作已基本完成，正重点对房屋垮塌严重的废
墟进行集中清理，确保无一遗漏。

李廷根还介绍，当前国家、省、市的卫生
防疫专家已深入长宁县，指导对双河镇水厂
的出厂水、末梢水进行采样检测，并对停放遇
难者遗体的医院进行消毒处置。据初步统
计，对灾区安置点、医疗救治点等重点区域的
清洗消毒面积约12.75万平方米；开展灾后
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和健康指导工作，发放宣
传单11000余份，进行心理疏导113人次。
目前灾区无重大传染病疫情报告。

此外，目前宜宾全市所有煤矿已停工，
并撤出所有人员，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并对
19家危化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已完成629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专业排查工作，发现25
处原地质灾害隐患点呈现变形加剧，新发现
地质灾害隐患点23处，现已按地质灾害防范
要求进行妥善处理。

又讯 记者19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财
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向四川省紧急下拨中
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亿元，用于支持做好
四川长宁6.0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帮助地
方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截至6月19日13时，四川长宁6.0级地
震已造成19.4万人受灾，因灾死亡13人，受
伤211人，紧急转移安置1.9万人，2.2万户房
屋不同程度损坏或倒塌。此前，应急管理部
调运的5000顶帐篷、1万张折叠床和2万床
棉被，目前已陆续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长宁地震搜救工作基本完成

无重大传染病疫情报告

6月19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
四川省人民医院获悉，18日晚首个通过航空转运
的长宁地震伤者刘昌金已于当晚接受肝脏修补手
术，虽然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但病情已得到改善
和控制。

据了解，56岁的刘昌金是长宁县双河镇葡萄
井旁一家凉糕店的老板。省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孙明伟介绍，患者到达省医院后立即完善了相关
检查，放射科介入团队历时90分钟，为伤员进行
了急诊介入手术栓塞止血，手术完成5分钟后再

次检查，没有再出现出血情况。随后，器官移植中
心肝胆外科组、胸外科、急诊外科、麻醉科联合为
伤员进行了剖腹探查、肝修补、腹腔冲洗术。医生
还发现伤员右肝有一个长10cm、深4cm不规则
裂口，腔积血和血凝块达到3500ml。手术后，刘
昌金立即被送入急诊监护室严密监护救治。“目前
主要是解决致命问题，下一步还将至少进行一次
盆骨骨折纠正手术。”孙明伟说，目前患者病情得
到改善和控制，但因伤情过重，休克时间较长，也
不能排除后续可能出现严重并发症。

据介绍，省医院已经成立了以邓绍平院长为组
长，王莉、曾俊副院长为副组长，急诊创伤医学、急
诊重症医学、肝胆科、骨科、肾内科、放射介入、护理
部等临床专家为成员的地震伤员救治小组，每天上
午、下午各进行一次大会诊，严密监护，全力救治。

刘昌金的女儿告诉记者，目前全家人的精力
都放在关注父亲的病情上，只有母亲留在老家照
顾孙儿。听说葡萄井水已经恢复蓄水，她打算先
等父亲的病好了再考虑生意上的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家夷

“哇……”6月18日零点58分，伴随着清脆的
啼哭，四川长宁县6.0级地震后第一个婴儿在宜
宾市矿山急救医院顺利诞生。

6月17日22时55分，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
发生6.0级地震，中国地震局有关专家分析认为，
与同类地震相比，本次地震余震较多。而就在震
后17小时左右，7个“地震宝宝”先后在宜宾市矿
山急救医院顺利出生，五男两女。

对于刚经历了地震的人们来说，新生命的降
生尤为珍贵。许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件大喜事，网
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金刚葫芦娃”，纷纷送上

“健康、平安”的祝福，还建议给他们起“震生”“佑
宁”这样有意义的名字。

18日下午，当记者在医院见到第一个出生的
“金刚葫芦娃”时，他已经喝饱了奶，靠在妈妈怀
里睡着了。“这孩子在余震中出生，是个坚强的娃
娃，希望他长大了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生产
完不久的王继容抱着自己的孩子，脸上全是满足
和欣喜，“感谢大家的关心，最感谢医生和护士。”

就在十几个小时以前，王继容还在余震和产
前阵痛中煎熬：“又痛又害怕，大楼不停地晃，但
是医生和护士都很沉稳，他们一直陪着我，让我

只管放放心心生娃娃。”
宜宾市矿山急救医院妇产科主任姚冲告诉

记者，医院大楼在地震中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但
大楼是按照抗8级地震设计的。“告诉她们医院建
筑是安全的，更重要的是让她们知道，我们不会
跑，会一直陪着她们保护她们，这样她们就有了
信心。”

当记者见到姚冲时，她正忙着在刚刚恢复的
电脑系统上补医嘱。“肖医生骨折了，护士们很年
轻，都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但大家仍然坚
守在岗位上，尽最大努力保证母亲和孩子们的安
全健康。”姚冲说。

为第一个“地震宝宝”接生的护士陈敏今年
23岁，去年才参加工作。准备产包、给婴儿称重、
打疫苗、穿衣服……一脸稚气的她表现特别沉
稳，不断地安慰鼓励妈妈们，但想起地震她还是
后怕：“当时我也很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我慌了
她们就会更慌，所以我很快冷静下来继续做事。”

据了解，7个“金刚葫芦娃”和妈妈们目前都
还在医院，同时还有三名孕妇待产，宜宾市矿山
急救医院准备了救护车、担架、帐篷等，以便在紧
急情况下随时转移。 据新华社

6 月 18
日,宜宾市矿
山急救医院
拍摄的“地
震宝宝”和
妈妈。

新华社发

余震中的新生：
7个“金刚葫芦娃”顺利诞生

首个航空转运地震伤员
葡萄井凉糕老板 伤情已得到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