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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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 42
空气质量 优
优：康定、巴中、德阳、马尔康、雅安、
眉山、绵阳、内江、资阳、乐山、广元、
泸州、遂宁、广安、西昌、攀枝花
良：自贡、南充、宜宾、达州

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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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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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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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星彩第20020期全国销售
10193542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29172，一等奖0注；二等奖11注，
单注奖金20830元；三等奖183注，
单注奖金1800元。26090263.25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0046期全国销售
40917782元。开奖号码：324。直
选全国中奖6533（四川456）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
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全国中
奖108672（四川6940）注，单注奖金
173元。17678771.95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5第20046期全国销售
10264444元。开奖号码：32419。
一等奖26注，单注奖金10万元。
36677362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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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5日，距四川西昌市经久乡森
林火灾发生已过去6天，火场明火已全
部扑灭，未发生复燃，未发现烟点。

通过无人机航拍画面，大火燃烧
过后，泸山上的山林一片焦黑，不过，
泸山正面的光福寺及其周边区域，还
是一片葱郁。

为确保安全，西昌市目前有1400
多名民兵仍然坚守在火场。

航拍泸山
过火区醒目

光福寺周边无恙
4月5日下午，西昌邛海泸山景

区。如果不是刻意查看，这里和平时
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泛舟散步的游客，
来来往往的车辆，蓝天白云下，静谧的
邛海微微泛起波浪。

在3月30日发生的四川西昌市经
久乡森林火灾中，泸山遭受重创。干
燥异常的天气，飘忽不定的大风，让火
势迅速蔓延，并且接连复燃。直到4月
2日中午，火场明火终于被全部扑灭。

大火肆虐过后，泸山还好吗？记
者通过无人机航拍，从空中观察了泸
山的正、侧面的情况。

从西昌四公里半以及缸窑方向，
空中俯瞰，这些区域森林受损较为严
重，山头满目焦黑，大片树林被烧。一
些树木被烧后，树干依然挺立，但多数
树木则烧焦倒下，从空中看去，像一根
根燃烧后的黑色火柴棍散落在地。

从泸山景区正面方向往下看，备
受关注的千年古刹光福寺、奴隶社会
博物馆及其周边区域无恙，这里的树
林依旧葱郁。在其远处的树林则有燃
烧过的痕迹，但面积并不大。而从光
福寺再往上的一些庙宇建筑，除最上
方的五祖庵外，全都完好无损。由此
可见，如果不是救火人员的昼夜阻击，
光福寺上下难得周全。

留守火场
无复燃无烟点

上千民兵守望平安
当地的民兵力量，在此次火灾扑

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月30日下午，火灾发生后，凉山

军分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建立后方
指挥部，西昌市人武部首批700余名民
兵迅速集结，向火场五个方向开进。

“还在路上时，头顶上就有火星乱
窜，越往火场靠近，烟就越大，气味越
来越刺鼻。”凉山州民兵应急营森林草
原灭火连副连长王勇回忆，他当时带
领30多名队员，赶到泸山山顶干海子
附近救火，虽然扑打过不少山火，但这
样大的火势，还是第一次见。

3月31下午，山火出现复燃。4月1
日凌晨5点过，第二批700多名民兵从
西昌市人武部集结，分别前往马道百
花深沟、泸山正面和大营农场3个任务
区域支援战斗。

在泸山正面火场，民兵队员协助
架设输水管道，向山上运水。在大营
农场，用风力灭火机、铁扫帚、喷水器
等，对火场内多处余火进行扑灭，并逐

一清理烟点。在马道百花深沟火场，
他们将没着火的干草、树叶等拨开，将
包在里面的燃烧物全部挖出，然后挖
坑填埋，并用脚踩实，不漏掉一处余火
和烟点。

4月2日中午，火场明火扑灭，前线
扑救人员相继撤离，1400多名民兵仍
留守火场。

“一些余火和烟点隐藏很深，不仔
细搜排是无法发现的，如果不把这些
隐患都处理干净，很可能前面的努力
就白费了。”西昌市人武部军事科参谋
张孝林说，按照惯例，明火扑灭后，他
们至少还要值守72个小时。

凉山军分区司令员潘波介绍说，虽
说最危险的时候已过去，但他还是倍感
压力，那么多人的安全保障要搞好，那么
大的火场要守好，这是一份不小的责任。

根据安排，民兵在泸山正面、正大
酒庄后山、大营农场响水沟、经久、马
道、乌龟塘六个片区全线值守。每人
间隔10米巡查火场，处理烟点。

在此期间，民兵汪洋操控无人机，
发现了一处隐蔽烟点。西昌市人武部
副部长罗明迅即带领民兵分队，进行
彻底清理。在大营农场区域，一棵被
烧得只剩树干的松树顶还在冒着烟，
民兵马木呷立即爬上去用水浇灭。在
西南线，一处10米悬崖下出现烟点，队
员们顺着藤蔓下到崖底处置。因为山
高坡陡缺水，很多队员将自己喝的水，
用在了浇灭烟点上。

到4月5日晚，火场安全，没有复
燃。民兵陈伟拍摄了一段太阳升起的
视频，发了个朋友圈：日出，新的一天，
标志着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

王欢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杜江茜宋尧肖洋刘旭强柴枫桔

3月28日晚，凉山州木里县乔瓦镇
锄头湾村与项脚乡项脚村交界处发生
森林火灾，到4月5日，火灾已持续一
周。4月5日，木里县委宣传部通报，目
前，火场过火面积目测约270公顷，不
连续火线约50.5公里，共有灭火人员
2838人正在扑救。

4月5日，木里县组织森林消防、地

方专业扑火队伍、应急民兵以及群众
等灭火人员共2838人，携带灭火装备
674件（套），通讯装备135件（套），出动
救援车辆1365台，灭火炮5门。对南线
—东线、西线、北线—东北线三条火线
通过直接扑打、砍伐隔离带、水攻土
埋、吊桶灭火等方式开展扑救。

目前，火场过火面积目测约270公

顷，不连续火线约50.5公里，火场南线
—东线、南线—西线—北线两线已控
制，现进入处理余火阶段。因风向多
变，火场北线—东北线明火暂未扑灭，
附近有零散农牧民，已撤离至安全地
带，无人员伤亡，火场周围无重要设
施。当前灭火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湘东肖洋

火起第 天
无复燃无烟点
4月5日，距四川西昌市经久

乡森林火灾发生已过去6天，火
场明火已全部扑灭，未发生复
燃，未发现烟点。但为确保安
全，西昌市有1400多名民兵没
有撤退，仍然坚守在火场。

西昌森林火灾
1400多名民兵仍留守火场确保安全

凉山木里森林火灾

不连续火线约50.5公里 2838人参与扑救

4月5日下午的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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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马木呷爬上树顶，对隐患进行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