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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1-11 C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4-12 C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
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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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59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泸州、资阳、遂宁、广
安、广元、宜宾、攀枝花、雅安
良：巴中、乐山、自贡、德阳、达州、南充、
眉山、绵阳、内江、西昌

2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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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19146期全国销售
314007833元。开奖号码：10、11、26、
33、34、01、06，一等奖基本15注，单注
奖金6697152元，追加13注，单注奖金
5357721元。二等奖基本92注，单注奖
金 159122 元，追加 34 注，单注奖金
127297元。三等奖169注，单注奖金
10000元。1381880354.85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 3 第 19341 期全国销售
19195064元。开奖号码：030。直选全
国中奖3599（四川165）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2942（四川
180） 注 ，单 注 奖 金 346 元 。
20400704.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19341 期全国销售
11065990元。开奖号码：03060。一
等 奖 64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78384938.0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177期全国销售
15915376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003130133130，一等奖全国中奖12
（四川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249（四川
6）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77期全国
销 售 19783534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003130133130，全国中奖1478（四川
104）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90
期全国销售 36664 元。开奖号码：
330013331111，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95期全国销
售634298元。开奖号码：21301310，全
国中奖3（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2
月19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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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人数连年增长
今年报考人数达到17.4万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笔试时间为12月21日
至23日，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
据，本次考试报名人数突破300
万，达341万人，而上一年全国
报考人数为290万人。

在四川，考研人数已经连年
增长。2016年，全省硕士研究
生报考人数为6万余人，此后，
考研人数以每年超过20%的速
度增长。按照省教育考试院统
计，去年四川参加考试的人数为
14.1 万，而今年增加到17.4万
人，增幅23.3%。

按照省招考委要求，考生
均在标准化考点参加考试，考
试全过程均视频监控并实时
录音录像，所有标准化考场的
监控视频录像将全部回放，如
发现有违规行为，将按相关规
定严肃处理。

21日，记者在西南民族大
学考点看到，考场外拉起了警戒
线，考生们入场需要通过身份证
识别仪、指纹识别仪和金属探测
器的检查。由于不能携带手机
入场、且各考点都为考生免费准

备了统一的考试文具，考生们都
是轻装上阵。

考研大众化
为职业提升和就业竞争加码

相关人士分析，几年来考
研人数爆发式增长，一方面是
因为在职研究生联考纳入全国
统考，让MBA、MPA等在职考
研成为热门。成都某在职考研
培训机构负责人郭先生告诉记
者，从2015年起，在该机构参
加在职考研辅导的人数就以每
年20%的速度增加，“到现在已
经翻番了。”

郭先生说，目前，成都在职
考研培训机构有十余家，收费从
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不少在职
人士由于离开校园时间较长，对
英语、数学的复习要求较高。胡
先生今年第二次参加MPA考
试，去年他以10余分之差与心
仪的大学失之交臂，今年他早早
就开始了复习，再战江湖。“考研
是职业提升的需求。”已经走上
管理岗位的他表示，现在知识更
新非常快，不断有新的工作要
求，必须不断提升自己。

“曾经，考研是优秀、尖子学

生的需求，现在变得越来越大众
化。未来研究生可能就是一种
大众教育。”郭先生分析，考研人
群中，在校生占多数，这显示社
会对人才需求的加大。记者了
解到，不少川内高校，一个寝室、
甚至一个专业大半学生毕业前
都选择先考研。“当然，有些是个
人学业追求，有些就是为了增加
自己未来的就业竞争力。”

上午 11：30考试结束后，
一位在西南民大参考的考生告
诉记者，他所在的考室没有一
个人提前交卷，大家把考研看
得跟高考一样重要，“现在很多
单位招人都看重学历，不认真
对待不行。”

评卷23日开始
复试录取明年3月下旬开始

按照安排，我省今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评卷工作将
从 12 月 23 日开始，2020 年 2
月 11日由招生单位通知考生
成绩。申请成绩复核的考生请
于2月 12日至 14日联系招生
单位书面申请登记，复试录取
工作大约在明年 3 月下旬开
始，4月底前完成。

12月21日至23日，2020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举行。根据教育部发
布的数据，本次考试报名人数高达341
万人，这一数字较上一年度的290万人
增加了51万人，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近年来，考研大军的规模不断增
加，报名人数已是屡创新高。

据数据统计，2016年研究生报名
人数为177万人，2017年报考人数首破
200万大关，达201万人。到2018年，
考研报名人数升至238万，较上一年增
幅达18.4%。这一增幅在2019年再度
被刷新，2019年全国考研人数规模达
到290万人，比2018年再增52万人，增
幅升至21%。

纵观近五年的考研报名数据，从
2016年的177万，到2020年的341万，5
年时间，考研报名人数已接近翻番。

从地方来看，多省份2020年研招
报名人数出现大幅增加。以高校众多
的北京为例，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的
数据，2020年全国报考北京招生单位的
考生共有46万余人，增幅达18.7%。报
考人数逾万人的高校包括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7
家招生单位。 宗欣

四川17.4万人参考
比上年增加23.3%

12 月 21 日 上 午 ，
2020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考试开考。成都，

早上8点不到，各考点的考生
们已经排起了长队。四川省教
育考试院统计，今年我省参加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
数达17.4万人，比去年增加3
万余人，增幅23.3%。考研大
军再次刷新纪录。

为了满足考生需求，今年
四川全省考点增加到53个，启
用近6000个标准化考场，安排
考务人员和监考员近2万名。

范荣斌是绵阳巡特警支队巡逻
七大队的一名警官，主要负责绵阳南
磨家收费站车辆排查。

12月19日下午，范荣斌和同事
在收费站排查车辆时，遇到一名驾驶
员突发疾病。他们随即开车将其送到
就近医院，由于该院条件有限，病人需
转入绵阳市中心医院治疗。一路上，
他们风驰电掣，上演现实版生死时速，
为病人争取到宝贵的治疗时间。

收费站排查车辆
巡警发现驾驶员患病

“当天16：50，ETC通道下来
一辆金色轿车。”范荣斌说，当时中
队长苏瑜负责检查ETC通道的车
辆，当金色轿车的车窗摇下来时，
驾驶员面色苍白，并捂住腹部，用
微弱的声音向苏中队求助。

由于苏瑜不会驾车，他当即叫
范荣斌赶快过来帮忙。范荣斌说，
他到车前时，驾驶员已快痛得说不
出话，“他还给我说，头晕得很。”

范荣斌当即将患病的驾驶员扶
上后排座，自己驾车将其送往就近的
医院。同时，执勤班组还安排辅警廖
粤驾着警车跟随，为民用车辆开道。

“当时已到下班高峰，路上的车流量
大。”范荣斌说，沿途有几个红绿灯，
为了赶时间他还闯了一个红灯。

10分钟送到就近医院
医生让转院治疗

一路飞奔，范荣斌在10分钟内
将患病的驾驶员送到永兴三医院，

又扶着病人来到急诊科。医生检查
后发现，病人的病情很严重。

“永兴三医院是一个乡镇医
院，医疗条件有限。”范荣斌告诉记
者，急诊科的医生建议转到城区的
医院进行救治。

随即，范荣斌将患者扶上警车，
把病人的车子交给跟来的病人家
属。“我们在前面开道，让民用车在后
面跟随。”范荣斌说，他们沿着飞云大
道往绵阳市中心医院驶去。途中，还
帮病人接了一个朋友一起陪同。

警车上演生死时速
沿途向周围车辆喊话

17：20，范荣斌和廖粤驾着警
车赶往绵阳市中心医院。“当时飞
云大道的车辆特别多，根本无法正
常通行。”范荣斌说，为了争取时
间，他们压着双实线，从两车之间
的缝隙中通行。“经过时，都怕撞到
两侧的车。”范荣斌说，他们鸣响警

笛，并用喊话器向周围的车辆喊话，
希望大家能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有部分车辆听到喊话后，主
动将车向外侧挪动。”范荣斌说，挪
出的位置刚好供警车通过。范荣
斌和同事上演生死时速，终于将病
人送到绵阳中心医院。

到绵阳市中心医院后，范荣斌和
同事一起将已痛得直不起腰的患者
扶进急诊科。“将患者送到医院后，悬
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范荣斌说。

据事后了解，今年34岁的张
某当天到成都办事，办完事后往绵
阳赶。在高速上就出现腹部疼痛
的症状，他一直忍着。到绵阳南的
磨家收费站时，腹痛已难以忍受，
刚出ETC通道的张某看到排查的
警察，立即摇下车窗求助。

经过绵阳巡特警的一路飞奔，
为张某争取到宝贵的治疗时间，张
某被顺利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徐昌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周洪攀

男子下高速突发疾病
驾车送医 绵阳巡警上演生死时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全国341万人报名
创历史新高

12月19日晚8时许，彭州公安新
兴派出所接到报警，4名游客在攀登
狮子山过程中迷路，被困山中。新兴
派出所与消防大队迅速组成救援小
组上山开展救援。

因4名游客在茂密的山林中迷
路，当时天色已晚又飘着小雨，四周
没有任何路标，无法提供准确地点，
加之手机通话信号差，给救援带来极
大的困难。

民警一边通过电话安抚被困人
员的情绪，一边在当地村民带领下开
展搜救行动。被困游客所在的地点
无法通过现有道路前往，救援人员只
能重新开辟一条山路上山。经过2
个多小时的搜救，在狮子山大百合半
山腰的一处小路上找到被困的4名
游客。

下山的路崎岖且泥泞，民警与当
地村民走在队伍前面开路，派出所教
导员谢杨在下山途中一不小心脚下
踩空，跌落山下，幸好只是膝盖受轻
伤。最终，在民警和消防队员以及当
地村民的配合下，成功将被困的4名
游客护送下山。

民警提醒，户外登山是风险性
较高的运动，请各位游客科学规划
出行线路，不要到未开发景区登山，
严格按照规划路线行进，并注意返
程时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4驴友被困狮子山
民警消防雨夜救援

绵阳巡特警支队巡逻七大队设在绵阳南磨家收费站的执勤点。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电子科大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