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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C
多云转阴，

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 2级

22-29 C
阴天间多云，
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 2级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1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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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16时）
AQI指数 47 空气质量：优
优：康定、攀枝花、马尔康、雅安、内
江、达州、宜宾、泸州、广安、遂宁、广
元、资阳、西昌、眉山、德阳、自贡、乐
山、南充、巴中
良：绵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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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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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上封面
封面人物大型系列报道

22岁的核酸检测员侯英：

“凌晨给海鲜做核酸检验，
越做越饿……”

“大晚上跟这些鱼、虾、猪、牛、羊
打交道的后果就是越来越饿……”

6月22日晚，四川南充，22岁的核
酸检测员侯英，看着手中的样本清单，
冷冻猪手、冷冻猪前肘、鸡脚、猪舌、对
虾……越看越饿，发了一条朋友圈。
朋友们留言：“你这核酸检测清单，堪
比火锅店菜单”。

5月下旬，侯英加入实验室核酸检
测项目组，面对严谨繁重的工作，这个
年轻的小姑娘总能挖掘到不少乐趣。

7 星 彩 第 20062 期 全 国 销 售
9903460元。开奖号码：9364149，一
等奖 0 注；二等奖 4 注，单注奖金
70156 元；三等奖 69 注，单注奖金
1800元。8731923.67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0144 期 全 国 销 售
22160300元。开奖号码：610。直选
全国中奖3003（四川129）注，单注奖
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18312

（四川 1279）注，单注奖金 173 元。
22165619.8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144 期 全 国 销 售
11823478元。开奖号码：61072。一
等 奖 45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57545102.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9
月10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每晚检验到凌晨
在工作中寻找快乐源泉

“经常和这些标本打交道，都是在
深夜凌晨。”6 月 30 日，侯英接受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
近期做的检验标本，大多是一线采样
同事到各大海鲜市场、海鲜店采样送
过来的，人的样本和食材样本都有。

“在实验室化验标本是看不到食材
的，但样本清单上有标本姓名，食材
的姓名就是各种肉的名字，深夜看着
就会饿。”侯英和同事们 3 人一组，1
人核对标本信息，2 人进行检验，那天
晚上刚好由她负责信息核对。当天
晚上做完 298 份检验，已经是次日凌
晨1时。

朋友圈发出后，侯英被好友调侃
“照着这份清单，点个外卖”，但实验室
位置在城边，深夜已经没有外卖可点，
侯英只有回寝室喝水吃面包。这样的
工作节奏，是她最近40多天来的常态。

每天下午一线采样员将标本送回
实验室，就是侯英和同事们的奋战时
间。穿上三层防护服，遮盖起 22 岁年
轻姑娘的青春脸庞，开始严谨的化验。
通常是从下午 1 时左右，工作到凌晨
一两点，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

严谨繁重的工作中，侯英不断挖
掘工作乐趣。同事拿着小棉签给大螃
蟹取样的画面，给乌龟、甲鱼采样时像

哄孩子一样“啊”让样本张嘴的画面，
都成为工作中的快乐一刻。

定位核酸检验一线小尖兵
22年第一次感受社会责任担当

22 岁的侯英，毕业于成都医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参加工作两年来
一直在南充赛尔医学实验室，此前负
责常规化血、免疫检验。5 月下旬，实
验室被指定为新冠病毒核酸检验机
构，也是四川省内唯一一家位于市州
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工作任务重，
专业要求高，让这个22岁的姑娘，开始
职业蜕变。

“一开始并没有想到我可以参与到

项目里来，新冠病毒核酸检验专业度
要求很高。实验室成为指定机构后，
领导将我抽调进项目组。”谈到核酸
检验，侯英严肃起来，“那一瞬间，是
我 22 年来第一次感觉到社会责任担
当落到我肩上，我要扛起来。”侯英给
自己的定位，是“新冠病毒核酸检验
一线的一个小尖兵”，快速准确完成
每一个标本检验。

“每一份检验标本背后都是当事人
对结果的期待，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出结
果，保证速度，更要保证质量。”侯英说。

侯英的同事在一线采样。

生活中的侯英。
侯英在实验室里做检测。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
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

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平台，推
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
此同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等平
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推荐标准

推荐方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

7 月 12 日，成都至自贡高速铁路
（以下简称成自高铁）首孔箱梁开始预
制，比原施工计划提前了 2 个月，为后
续架梁施工创造良好条件。

12日上午10点58分，位于资阳市
雁江区祥符镇排桶村的雁江制梁场内，
90余名工人正在进行现场浇筑区域辅
助设备的安装调式，两台半径 19 米的
布料机、两台45吨龙门吊、三辆混凝土
罐车全部到达指定区域。此次预制的
首孔箱梁是跨度32.6米、重达820余吨
的双线简支箱梁。

据悉，中铁十五局集团成自高铁雁
江制梁场占地 164.8 亩，具备日生产
1.6孔梁的能力，主要承担成自高铁站
前3标507孔双线简支梁的预制、架设

施工任务。
据中铁十五局站前 3 标项目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受年初疫情影响，项目
部 3 月中旬才全面复工。项目部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强力推进工程进度，
最终提前2个月开始首孔箱梁预制。

该项目部箱梁预制和架设工期计
划16个月，梁场计划于2020年10月1
日开始架梁，计划结束日期 2022 年 1
月12日。

成自高铁即成都至自贡铁路，是成
都东站——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站——
自贡公交化改造工程项目之一，总投资
近 360 亿元，2019 年 3 月 27 日开工建
设。成自高铁正线全长175公里，设计
时速成都至天府新区段为250公里、天

府新区至自贡段为350公里 。
线路在成都东站与西成高铁和

兰广高铁相连，从而连接北出川大通
道；在自贡东站终点站与川南城际铁
路自宜段、自泸段连接。线路将成都
与自贡联系在一起，也直接将天府新
区、天府国际机场与西南（自贡）无水
港连在一起，将进一步加强川南地区
与成都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沿线居民
的往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届时，在自贡东站乘高铁可直达内
江、泸州、宜宾、成都、北京、兰州、西宁、西
安、昆明、重庆、贵阳、广州、深圳和香港等
地。远期规划将在资阳西连接资阳北和
成达万高铁，从而连接东出川大通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提前2个月成自高铁首孔箱梁开始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