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29日 星期一 责编张旭杰 版式吕燕 校对张晓 05四川

22-33 C

2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10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康定、攀枝花、马尔康、雅安、内江、
达州、自贡、遂宁、乐山、南充、泸州、广元、
广安、德阳、巴中、资阳、绵阳、西昌、宜宾
良：眉山

同呼吸
28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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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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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90—12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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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7 星彩第 20056 期 全国销售
9915088元。开奖号码：8265553，一
等奖 0 注；二等奖 3 注，单注奖金
84712 元；三等奖 143 注，单注奖金
1800 元。8197997.29 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列 3 第 20130 期全国销售
24545996元。开奖号码：968。直选
全国中奖10530（四川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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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82（四
川 1531）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20973865.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130 期全国销售
11225334元。开奖号码：96815。一
等 奖 77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62343761.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8月31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小慢车”带我走出大山

1994年，俄木日古出生于四川西
昌市德昌县。他与“小慢车”的缘分，
是从初中开始的。

“初中三年，我每周都要坐‘小慢
车’去月华读书，非常方便，感觉它就
是我的校车。”俄木日古说，高中毕业
后，他又坐着“小慢车”去攀枝花读大
学，于成昆线频繁往返，又是三年。

2017年，俄木日古通过彝语、汉语
测试和两轮面试，成为5633／5634次
列车员。他换了个身份，又重新回到

“小慢车”上。能够在铁路上工作，是
俄木日古的梦想，不仅仅是因为福利、
待遇，更重要的是熟悉的环境和回馈
社会的机会。

“是‘小慢车’带我走出大山，改变了
我的命运。”俄木日古说。他能够走到现
在，只因“小慢车”给了他读书的机会。

我要一直守护着“小慢车”

2017 年参加工作后，俄木日古参

与了“小慢车”的改造，将每节车厢两头
的两排座椅拆掉，方便旅客存放大件行
李。在列车上，他对“小慢车”之于沿线
彝族老乡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不过，在平时服务旅客的时候，他
更关注的还是学生，而这与他的经历
有关。

“平时看到小朋友在车上学习，我
都会去指导一下，看他们会不会认字，
题做得对不对。”列车上，年龄最小的
学生只有七八岁，要坐几个小时的车
上下学，“忍不住要去照顾一下嘛。”

受到疫情影响，之前数月，列车上
不见学生的身影。4月中旬，中小学陆
续开学，“小慢车”上才又出现了小朋
友的笑语欢声。

“我跟他们聊了很多。”俄木日古
第一时间询问学生们的情况，“有的学
生家里条件不好，没办法按时上网课，
都期待能够早点到学校去上课。”

工作三年，俄木日古已经做好了
在“小慢车”上服务一辈子的准备，“要
是‘小慢车’一直开行下去，我就一直
守护在车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
那些需要我帮助的小朋友和老乡。”

6月29日，成都市总工会将发放首
批数万张体育运动消费券，邀请全市
职工展示运动新风尚，创新推进成都
职工文体活动“百千万”计划，为成都
建设世界赛事名城贡献工会力量。

首批数万张消费券
全市签约运动场馆可用

据了解，首批数万张消费券的发
放流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统一在

“成都职工”APP领取。领取到消费券
的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就近选
择已签约入驻“成都职工”APP官方平
台的运动场馆，进行消费。

在发放数万张消费券的同时，成
都市总工会还将启动成都职工3V3英
雄制篮球赛，助力成都职工文体活动

“百千万”计划持续推进，为成都建设
世界赛事名城贡献工会力量。

篮球公社场馆的负责人黄小龙
称 ，篮 球 公 社 在 成 都 有 6 个 超 过
3000 平米以上的中大型运动场馆，
长期来这里运动的顾客中，有很大

一部分是成都职工兄弟。6 月初，篮
球公社 6 大场馆都同步入驻成都职
工 APP“乐动空间”。其中丽都店和
凯德店，还将报名作为成都职工 3V3
英雄制篮球赛活动的热身赛场。“希
望此次活动，能够燃起成都市民的健
康运动热潮，助推成都体育产业发
展。”黄小龙说。

“百千万”计划
助力世界赛事名城建设

据成都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首批体育运动消费券发放及成都职工
3V3英雄制篮球赛，系成都职工文体活
动“百千万”计划中的活动之一。

根据工作部署，成都市总工会预
计用几年的时间，建设100个职工文化
宫、1000个职工俱乐部、10000个职工
文体活动站，建成覆盖全市的职工文
体活动体系。每个区（市）县将发展一
批职工健身房、一批职工影院、一批综
合运动空间、一批文化活动空间，为职
工提供“家门口”的健身、足球、篮球、
乒乓球、羽毛球和阅览、书画、舞蹈、音
乐培训等文体服务功能的活动场馆，

实现普惠性、常态性、精准性服务职
工。成都市总工会希望持续推进成都
职工文体活动“百千万”计划，为成都
建设世界赛事名城贡献工会力量。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8日下午
3时，已有176家运动场馆入驻“成都职
工”APP，场馆遍及成都市中心城区以
及各区县，涵盖了篮球、足球、网球、羽
毛球、游泳、射箭、拳击等多种体育运动
项目。

成都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称，今
年受疫情影响，原计划“全城遍地开
花”的成都职工文体活动赛事，许多被
迫延期举行。成都职工3V3英雄制篮
球赛启动后，羽毛球、乒乓球等成都职
工文体活动“百千万”计划系列活动赛
事，也将陆续闪亮登场。同时，成都市
总工会还将面向成都职工发放多批次
体育运动消费券。成都市总工会欢迎
更多体育场馆、成都职工及社会多方
力量，主动参与成都职工文体活动“百
千万”计划，共同营造“迎大运，职工体
育赛事年”浓厚氛围，助力成都产业发
展，助力成都加快建设世界赛事名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3回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供图

成昆铁路50年 俄木日古，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客运段5633／5634次列
车员。与其他同龄人相比，这个“90后”彝族小伙工作的时候，多了一份
使命感。他说：“‘小慢车’带我走出大山，改变了我的命运。只要它一直
开行下去，我就要一直守护在‘小慢车’上。”

被成昆铁路改变命运的他
愿一辈子守护愿一辈子守护““小慢车小慢车””

““9090后后””彝族列车员俄木日古彝族列车员俄木日古：：

成都首发数万张运动消费券

“小慢车”如同沿线山区孩子们的校车。

俄木日古特别关心列车上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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