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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偏北风1- 2级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 2级

3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0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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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
AQI指数 100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乐山、攀枝花、雅安、资阳、巴
中、马尔康、泸州、西昌、广安、宜宾、广元
良：南充、绵阳、遂宁、内江、眉山、自
贡、达州、德阳

3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中国体育彩票5月30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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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20043期全国销售
361785294元。开奖号码：12、13、17、31、
32、01、06，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派奖1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1
注，单注奖金800万元，派奖1注，单注奖金
800万元。二等奖基本64注，单注奖金
247923元，幸运奖11注，单注奖金247923
元或148753元，追加50注，单注奖金
198338元，幸运奖11注，单注奖金198338
元或119002元。三等奖150注，单注奖金
10000元，幸运奖41注，单注奖金10000元
或6000元。775887380.27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2200万元。幸
运奖派奖奖金余额206398759元。

排列3第20101期全国销售25135724
元。开奖号码：267。直选全国中奖9561
（四川154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
国中奖28959（四川2377）注，单注奖金173
元。20900404.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0101期全国销售11679240
元。开奖号码：26776。一等奖27注，单注奖金
10万元。427767000.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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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语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于多数人来
说，这种传统孝道根深蒂固，所以对于
诸如捐献遗体器官等善行，接受度不
高。最近在成都市温江区，有一家三
口却作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

近日，家住柳城街道鱼凫二组泰
康东路222号上河居的鲁青松，带着妻
子洪艳和儿子鲁宏慷一起来到温江区
红十字会。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
家三口各自用手机登录中国人体器官
捐 献 平 台 进 行 登 记 ，分 别 成 为 第
1226290 位 、第 1226298 位 以 及 第
1226302位志愿登记者。

妻儿陪他完成登记
圆了年少梦想

早在年少时期，鲁青松就萌生了
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想法。“因舅舅患了
肝癌，才初中毕业的我第一次听说了

‘器官移植’这个事情。我就想看自己
能否与他配型成功，把自己的肝捐出来
给他。”鲁青松意识到，捐献器官是能救
人的善行。如今，医学逐渐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行
列，鲁青松也一直抱有这个愿望。

今年，他与家人重提此事后，妻子
和儿子非但没有反对，还同意与鲁青松
一起去做捐献登记。多方打听后，一家
人在温江区红十字会完成了相关手续。

“好人好事从我做起。”志愿登记
成功后，鲁青松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
一条状态，并附上与家人的合照以及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证书。评
论区内，不断闪现出大家的点赞。

“但也有朋友在表达佩服的同时，评
论道‘有点恐怖’或者‘无法接受’。”鲁
青松说，自己能够理解这些朋友们的心
情。“但我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就
只是想做件值得做的好事。”他透露，过
段时间还会去捐献造血干细胞。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者达200万

记者查阅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官网，截至2020年5月10日，
全国实现捐献28853例，捐献器官达到
83616 个，有效志愿登记人数达到
2017996人（包含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
金会施予有效登记人数89万人）。

早在2003年，《深圳经济特区人体
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经深圳市第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
过，并于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这
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的地方立
法。国内人体器官捐献进入探索阶段。

2010年3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和卫生部在天津召开“全国人体器官
捐献试点工作启动会”，部署在全国10
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2013 年 1 月 5 日，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管理中心与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救
护部进行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业
务交接，正式开展工作。

2013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管理中心批准云南、贵州、海南、
黑龙江、甘肃、河北6省开展人体器官
捐献工作。至此，开展公民逝世后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已达25个。

2014 年 3 月 1 日，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2015 年 1 月 1 日，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登记管理系统正式运行。

2017年2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
十字会法》修订案。修订案明确，红十
字会“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参与开展造血干细
胞捐献的相关工作。”

四川志愿登记人数
居全国第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移植中心
吴泓教授说，器官捐献与移植是人类
医学发展的巨大成就，挽救了无数终
末期疾病患者的生命，但我国因为器
官捐献工作起步晚、器官需求量大，器

官短缺形势严峻，目前我国每年约有
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每年仅有1.6
万余人能够完成移植，很多终末期器官
衰竭患者无奈在等待中逝去。

那些捐赠器官和遗体捐赠者被人
铭记，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着生
命。据介绍，四川28岁的廖某因车祸
离世，他捐献的器官救治了 5 人。其
中心脏捐献给了一名 40 岁心脏病晚
期患者，两枚肾脏分别匹配到一名16
岁藏族女性患者、一名四十岁男性；肝
脏匹配给一名 12 岁终末期肝病患儿
和一名 40 岁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患
者。33岁的马某因脑出血及尿毒症去
世，他捐献的肝脏救助了一名65岁的
男性肝病终末期患者。马某生前主动
提出捐献意愿，他说：“我这个病太痛
苦了，如果有天走了，你们不要太难
过，我身体里有什么器官能用就都捐
出去吧，帮帮那些跟我一样在等待救
命的人，就当我出远门了。”

四川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
中心主任刘利介绍，截至2019年3月，
我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
数累计达到22056人，居全国第3位；
累计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742 例，捐献
大器官 2060 个，遗体捐献 670 例，眼
角膜捐献 1138 例，位居全国前列，我
省年龄最大的器官捐献者75岁。

简雪艳 李晓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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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登记证
书。

救人善举！
成都一家三口志愿捐献器官

8只大熊猫出川“定居”凤凰古城
5月29日，8只来自四川的大熊猫乘

坐专车前往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新家”
凤凰中华大熊猫苑，这是湘西地区首次
迎来大熊猫，未来它们将在这里“定居”。

8只大熊猫的“新家”位于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县内竹
子资源面积有5万多亩，全年平均气温
12.6—16.7 摄氏度，很适宜大熊猫居
住。为了让大熊猫有良好的居住环境，

凤凰县专门建设了熊猫主题乐园。
这次出川前往湘西的8只大熊猫中，

有两只成年熊猫，名叫“龙昇”和“清风”，
分别出生在2000年和2007年；6只亚成
年的“熊猫娃娃”“兴安”“府府”“华鸿”“离
堆”“京宝”和“玉垒”，均出生在2017年。
转运前，8只大熊猫已在大熊猫保护中心
进行隔离观察，身体健康情况良好。

在征求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专家的意见后，确定采用汽车运输的方
式来转运大熊猫。据参与大熊猫运输
的凤凰县林业局局长滕琼介绍，考虑到
大熊猫的安全和舒适度，此次转运大熊
猫采用冷藏车运输，共租赁 6 台冷藏
车，有4台车每车装运2只大熊猫，还有
1台车装运8只大熊猫5天的食用竹和
笋，1台备用空冷藏车，防止运大熊猫的
车辆途中抛锚。 据新华社

鲁青松一家三口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