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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个因“专业”手法抹泪视
频火遍全网的援鄂护士小姐姐吗？因
为用棉签抹泪的“硬核”技能，荣县人
民医院感染科护士胡汐被众多网友怒
赞“专业又可爱”。得知四川博物院正
在征集防控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相关见
证物，胡汐送来了她写的请战书等物
品，分享她在武汉战疫的特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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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90
空气质量等级：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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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17时）
AQI指数 43 空气质量 优
优：康定、攀枝花、马尔康、雅安、巴
中、乐山、西昌、遂宁、广安、宜宾、内
江、眉山、自贡、达州、泸州、广元、资
阳、德阳、南充、绵阳

2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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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小雨转中雨

小雨转大雨

小雨

阴

阴

阴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多云转阴

阴

7-16℃

8-14℃

16-29℃

22-37℃

19-30℃

20-28℃

20-26℃

21-28℃

19-24℃

20-26℃

21-26℃

21-25℃

20-26℃

20-27℃

19-26℃

20-25℃

20-27℃

20-26℃

19-30℃

20-29℃

阴转晴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

阴转晴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多云

阴转多云

多云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多云

多云

多云转晴

多云

7-16℃

8-11℃

15-22℃

20-31℃

19-30℃

20-29℃

20-29℃

20-30℃

18-29℃

20-30℃

21-30℃

21-30℃

21-28℃

21-29℃

20-29℃

21-27℃

19-29℃

20-29℃

20-30℃

21-30℃

中国体育彩票5月20日开奖结果

体彩

超级大乐透第20039期全国销售
327734435元。开奖号码：01、05、15、
22、31、02、09，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派奖0注，追加0注，派奖0
注。二等奖基本82注，单注奖金200203
元，幸运奖14注，单注奖金200203元或
120121元，追加43注，单注奖金160162
元，幸运奖14注，单注奖金160162元或
96097元。三等奖151注，单注奖金
10000元，幸运奖28注，单注奖金10000元
或6000元。1252426576.78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6000万
元。幸运奖派奖奖金余额308556009元。

排列 3 第 20091 期全国销售
28824378元。开奖号码：599。直选
全国中奖9082（四川590）注，单注奖
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10217
（四川 622）注，单注奖金 346 元。
23175407.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091 期全国销售
12153362元。开奖号码：59980。一
等 奖 31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2648596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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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护人员送来抗疫实物
胡汐回忆，3月20日下午，当四川

530 余名援鄂医护人员返回成都时，
她激动得流下眼泪。作为感染科医务
人员，胡汐平时院感意识比较强，所以
哭的时候，她就用棉签擦眼泪，一不小
心走红网络。

在湖北战疫的日子，是胡汐难能
可贵的一段经历。回川之后，她整理
出手写的请战书、编号为0093的工作
证、穿过的工作服、在武汉随身携带的
消杀工具，还有病人折给她的千纸鹤，
全部送到了川博。

为明天收藏今天的感动和记忆。
四川博物院从 2 月起，启动了抗疫见
证物的收集工作，面向社会各界广泛
征集抗击疫情实物、图片、音视频资料
等相关物证。征集令发布后，受到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5·18国际博物馆日
当天组织的线下征集活动现场也是川
流不息。

截至5月20日，川博一共征集到
600 余件抗疫见证物，其中包括一线
医护人员的请战书、抗疫日记、工作记
录、穿过的工作服、病人赠送的小礼
物、信函；医护人员子女写的家书，创
作的绘画；基层抗疫见证物如出入证、
扩音喇叭、横幅等等。

防疫见证物还原战疫图景
身处距离新冠肺炎病毒最近的战

场，白衣战士们用生命守护生命。在
目前收到的抗疫实物中，一大批来自
四川援鄂一线医务人员的捐赠物，记
录和见证了这场特殊的战疫。除了
驰援湖北的白衣天使，留守在武汉的
川人志愿者们也默默奉献着自己的
力量。

征集的实物中，一张来自武汉市
中心医院的纪念证书，见证了四川退
役军人何学江的抗疫故事。疫情暴发
后，身在武汉的何学江毅然选择留下，
成为武汉市第二医院病区“红区”的消

杀志愿者。1 月 29 日至 4 月 9 日，他
每天早出晚归，带着亲人的牵挂投身
隔离区，每天背上重达50斤的喷雾器
工作到深夜，日均工作时间10个小时
以上。

二年级的小学生手写的寒假日
记、草堂社区为宣传防疫知识而用坏
的喊话筒、50 年前的防疫口罩、医生
家属用钢笔手绘的出征图片……征集
过程中，川博收到了来自各行各业人
们的防疫见证物，这些物品还原了四
川人民在战疫期间的生活图景。为抗
击疫情做出贡献的每一位英雄，都值
得我们的纪念。

为了更好地保存珍贵的历史记
忆，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与四川博物院
将联合主办战“疫”——四川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展（暂名）线上线下展览。届
时，部分征集物将成为展品的一部分，
与观众见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洁 摄影吴晓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

“隔三差五就掉东西下来，咋个办
哦？”5月19日，家住成都市成华区双庆
路花样年花郡小区的业主向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反映，小区内最近有人频
繁从楼顶往楼下扔东西，且都在晚上。

业主们有时听到噼里啪啦的响
声，也见过地上的砖头、灯泡以及外卖
餐盒，但始终未找到扔东西的人，“物
管加装了摄像头，业主也报了好几次
警，但就是解决不了。”

据了解，去年9月，该小区1栋业
主也曾遭遇过类似困扰。当时，有业
主在1栋电梯张贴通知，称家中阳台物
品被高空坠物砸碎，如找不到抛物者，
将向除一楼以外的所有业主追责。时
隔两个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
件的意见》中，故意高空抛物的行为最
严重者将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小区高空抛物频现
“神秘”男子夜间抛物
5月18日21点过，花样年花郡小

区业主投诉报修群中，弹出一条消息，
称9号广场处又有人高空抛物，“这次
扔的是西瓜皮和矿泉水。”

原来，早在12日，小区监控视频
就发现，有人在5栋4单元楼顶往下扔
东西，但由于监控视频画面较模糊，未
看清抛物者是谁。

业主们称，5栋楼下小广场是小区
主门通道，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玩耍的
公共区域，“楼下有超市，也有很多人经
过那里，要是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业主史女士说，高空抛物现象已
持续将近一个月。其间，业主向物管
方反映后，物管方在相应位置加装了
监控摄像头，打算“揪”出抛物者。

一段5栋4单元楼顶的监控视频
显示，18日22点08分，一名秃顶、有些
消瘦的中年男子进入摄像头视野，手
上拎着两袋物品。其后，他将一袋物
品扔下楼，并后退几米观察情况。整
个动作反复持续几次后，男子消失在
监控中。

另外一段监控视频显示，19日凌
晨1点14分，同样身形、头顶微秃的男
子再次来到5栋4单元楼顶，往楼顶的
墙边走去。大概10秒后，该男子转身
离开，手上却多了一个圆筒形物品。

居民路过楼下提心吊胆
工作人员称已经报警
19日16点过，记者在该小区看

到，居民们所说的广场，刚好位于5栋
4单元楼下，一旁有几个超市正在营
业。有路过的居民，会不时警觉地抬
头望一望。

在万年路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称，最近确有人高空抛物，“已经报警，
派出所正在找人，希望居民们路过时
注意。”

而据小区物业办公室的前台工作
人员说，此事已在处理中，但还没有抓
到监控中出现的中年男子。

对于为何没在广场设立明显标语
和警戒线，提醒过往居民注意高空坠
物？居委会工作人员称，由于此处是
消防通道，目前只能提醒居民经过时
多留心。

5栋4单元顶楼为公共区域，摆放
着花盆以及居民们用纸箱子种的蔬
菜。在男子抛物位置，张贴着一张A4
纸打印的提醒标志，上面写着“温馨提
示 严禁高空抛物”等字样。顶楼因为
安装有栅栏，并不能直接望见楼底，但
如果有人故意抛物，可以从栅栏空隙
处扔下。

小区居民们希望，能够早日找到
抛物男子，也让悬顶之困得以解决。

四川博物院征集防疫见证物

用棉签擦泪的护士送来请战书

砖头、西瓜皮、灯泡……

成都一小区现多起夜间高空抛物

夜间高空抛物。（受访者供图）

荣县人民医院的护士胡汐捐赠的物品。 二年级小学生在疫情期间写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