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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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呼吸
3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40
空气质量:优
优：康定、巴中、德阳、马尔康、雅安、
眉山、绵阳、内江、宜宾、资阳、达州、
乐山、广元、南充、泸州、遂宁、自贡、
广安
良：西昌、攀枝花

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45—9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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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4月3日开奖结果

7星彩第20019期全国销售
14209664 元 。 开 奖 号 码 ：
4814207，一等奖0注；二等奖8注，
单注奖金43132元；三等奖244注，
单注奖金 1800 元。24028047.7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0044期全国销售
41965472元。开奖号码：120。直
选全国中奖3056（四川239）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
51778（四川 2346）注，单注奖金
173元。18159402.19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5第20044期全国销售
11943494元。开奖号码：12075。一
等奖 55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361822543.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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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下午6时许，广元市第一
批和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49名
队员回到家乡，赵英明也在其中。“最
美情话”男主角蒋昊峻，手捧粉色玫瑰
花，带着儿子早早守候在现场。

大束玫瑰花丛中，一张心形的粉
色小卡片上写着：“亲爱的老大，你终
于回来！我等了你67天！”

“妈妈，妈妈——”远远地，载着医
护人员的大巴车缓缓停下，蒋昊峻4
岁的儿子兴奋地挥舞着双手，大声地
朝车子方向喊道。

待车停稳后，赵英明跟随大部队
下车。父子俩穿过人群，走到她面前，
紧紧相拥在一起。

分别67天
每天都期盼她平安归来

“这是我们分别最长的一次，我每
天都在期盼她平安归来。”蒋昊峻说，赵
英明驰援武汉的这段日子，自己在心里
曾幻想过无数种她凯旋归来的场景。

“我等了67天，今天，她终于回来了。”
见到老公和孩子，赵英明也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眼眶红了。她用行动兑现
了自己的承诺，给了蒋昊峻一个大大的
拥抱。儿子坐在父亲的肩头，高兴得手
舞足蹈，不停地喊着“妈妈”。

“出征时，她两手都拿着行李，都没
给我一个拥抱。”蒋昊峻泪眼婆娑，紧紧
将赵英明拥入怀中，久久不愿松开。

在赵英明回来前，蒋昊峻不仅为她
买了新手机，还购置了新沙发，他笑称，

“要在老婆回来前，花掉全部的私房钱。”
其实，都是为了给赵英明一个惊喜。

“她回来了，我要给她做最喜欢吃
的红烧排骨。”蒋昊峻坦言，自己就是

靠着这个把赵英明追到手的。

最大挑战
不是做家务而是带娃娃

“赵英明去武汉的这两个月时间，也
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在蒋昊峻看
来，做家务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觉得
家务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之前得知妻子
给自己打了80分后，他笑道，“按照她的
标准来说，已是非常不错了。”

他说，妻子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最
大的挑战还是带娃娃。1月28日，妻子
走的那天早上，儿子还在睡觉。醒来
后，一个劲地问，“妈妈呢，去哪里了？”
为了安抚儿子的情绪，蒋昊峻当时骗
儿子说“妈妈上班去了”。第二天，见妈
妈还没回来，儿子又开始不停地追问。

“眼瞅着实在瞒不住了，就只好告诉
他，妈妈去了武汉。”

后来，赵英明跟儿子约定，等小本
上的字写完了，妈妈就回来了。小家伙
听罢，每天都会趴在桌上，认真地写起
来。不久，一个小本子就写完了。

这时，他总缠着爸爸，通过视频隔
空问妈妈：“妈妈，我本上的字写完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嘛？”

疫情散去
要带儿子父母去武汉看看

妻子驰援武汉期间，蒋昊峻除了
忙活家务事外，还悉心照顾着双方父
母。他不仅时常打电话关心问候赵英
明的父母，还通过网络平台，为两位老
人购买蔬菜等生活用品。

“这次回来后，我们打算带着儿
子，一起先去看看孩子在重庆的外公
外婆，有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们了。”蒋
昊峻说，“我们双方父母几乎从来没出
过远门，也没坐过飞机。因此，我和赵
英明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陪父母出
去旅游。”

对于旅游目的地，蒋昊峻心里早
已有了计划。“等疫情散去，陪着双方
父母，带上娃娃，一起去武汉看看。”他
说，想让儿子看看妈妈曾经战斗的地
方，让他对科学有一种崇尚、敬仰，也
让他对生命有一种敬畏，今后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彦谷 摄影报道

玫瑰花丛中写着：“亲爱的老大，你终
于回来！”

分别67天，他“每天都期盼她平安归来”的赵英明回来了

“最美情话”两口子团聚
含泪紧紧相拥

4 月 3 日，四川省第二批、第九批
援湖北医疗卫生队323人结束集中隔
离休整回家。省卫生健康委主任何延
政、副主任宋世贵专程前往都江堰驻
地酒店为队员送行。

何延政代表省卫生健康委对两
批医疗队员表达了感谢和慰问。何
延政说：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
刻，医疗队员们主动请缨，逆向而行，
奔赴湖北，同新冠病毒面对面较量，
体现了川鄂同舟共济的兄弟情谊，展
示出医疗川军“召之即来，来之会战，
战之能胜”的战斗作风和勇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医卫精神。队员们不负
省委、省政府和全省 9100 万家乡父
老的重托，实现了“打胜仗、零感染”

的目标，把四川医疗队的好品质、好
作风、好形象、好口碑留在了江城武
汉，播在了荆楚大地。

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
杂严峻，何延政希望队员们在休整结
束后，认真总结好在武汉“抗疫一线”
积累的患者救治、队员防护、康复期
血清治疗等方面的宝贵经验，为我省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

四川省第二批援湖北医疗队146
人主要来自 6 个市 29 家医院，于 1 月
28日出发，抵达武汉后与第一批医疗
队整合力量，同受援的武汉市红十字
会医院团结合作、并肩作战、齐心协
力持续“战疫”近 50 天，截至 3 月 19
日 24 时，医疗队累计收治病人 919

人，治愈病人总数 590 人，重症病人
总数 155 人，危重病人总数 84 人，转
院病人总数255人。

第九批援湖北医疗队 177 人主
要来自 6 个市 40 家医院、2 个国家在
川及委（局）直属医疗机构，于2月21
日出发，支援武汉市武昌医院。援助
期间，该医疗队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确定了“一个方针、两个原
则、三个结合、四个集中”的“1234”工
作方案。截至 3 月 19 日 24 时，医疗
队累计收治病人总数 196人，治愈病
人总数 110 人，重症病人总数 49 人，
危重病人总数22人，转院病人总数79
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四川第二批、第九批援湖北医疗队

结束隔离休整 323名医护人员回家

蒋昊峻含泪紧紧拥抱着妻子。

分别67天，赵英明一家人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