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
者 邵明亮）8 月 15 日 16 时，省
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根
据雨情、汛情及变化趋势，按照

《四川省 2020 年防汛抗旱应急
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研究决定，于 8 月 15 日 18 时

30 分启动Ⅲ级防汛应急响应。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成员
单位、相关市州防汛抗旱指挥
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防汛保
安各项工作。

8 月 15 日 17 时 30 分，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发布了山

洪灾害黄色预警：8 月 15 日 20
时至 16 日 20 时，成都市彭州
市，德阳市什邡市、绵竹市，绵
阳市平武县，广元市青川县，阿
坝州茂县、松潘县、九寨沟县等
县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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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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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空气质量：优
优：遂宁、内江、南充、广安、巴中、
马尔康、康定、西昌、广元、攀枝花、
达州、宜宾、泸州、资阳、眉山、乐
山、绵阳、德阳、自贡、雅安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中雨转阵雨
偏北风1-2级

阵雨转大雨
偏北风1-2级

超级大乐透第20076期全国销售
294292139元。开奖号码：01、08、18、28、
30，10、12。一等奖基本7注，单注奖金
9172500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7338000
元；二等奖基本184注，单注奖金61724
元，追加66注，单注奖金49379元；三等奖
468注，单注奖金10000元。827752078.2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0178 期 全 国 销 售
22111016元。开奖号码：337。直选全国中
奖6643（四川934）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
选3全国中奖7691（四川451）注，单注奖金
346元；组选6全国中奖0注，单注奖金173
元；直选加奖本地中奖934注，单注奖金460
元。26885387.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178 期 全 国 销 售
12000266元。开奖号码：33747。一等奖
19注，单注奖金10万元。419811662.6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10月
14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15日空气质量

16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8月15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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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男子父亲病危，赶飞机时手机故障无法登机

新疆志愿者：我的拿去
阿里天天正能量、封面新闻联合奖励志愿者王志国

新疆志愿者王志国(左)在乌

鲁木齐机场将手机借给彭旭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 实习生 邹阿江

“快递员，请给这个包裹多
包装几层防摔泡沫，一定要将手
机顺利寄回新疆。”这是一份承
载着满满谢意的快递。看到快
递贴上发往新疆的标签，彭旭挺
终于安心了。

将手机借给一个陌生人，需
要多少信任？51岁的彭旭挺就
在近日就遇见了这样一件事。

8月9日在乌鲁木齐机场，
急于登机的彭旭挺遭遇了手机
故障，几近绝望时，当地社区志
愿者王志国将自己手机借给了
他，解了燃眉之急。

王志国帮助彭旭挺的故事
经过新闻报道后，引发了无数网
友点赞，也获得了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公益平台的关注。为此，
8月14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联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授
予王志国“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及5000元正能量奖金。

无助：登机遇手机故障

“遇到王先生，很幸运，机场
大爱，永生铭记。”51 岁的彭旭
挺是成都人，今年3月去新疆昌
吉州奇台县出差。8月初，他接
到家中亲人电话，告知患膀胱癌
晚期的 85 岁老父亲病危，让他
立即回家。

8 月 9 日，在相关部门的安
排下，彭旭挺一路赶往200多公
里外的乌鲁木齐，准备乘坐当天
21时45分的航班返回成都。匆
忙赶到机场，掏出手机，彭旭挺
却发现自己的手机黑屏，怎么都
无法打开屏幕。“当时的心情很
着急也很无奈，脑袋里都是自己
错过航班的情景。”眼看快到机
场了，手机出故障意味着彭旭挺
无法跟亲人联系，也无法出示相
关证明顺利登机。

彭旭挺在来往的人群中寻
求帮助，被拒绝了好几次。几

近绝望时，一位穿着防护服的
工作人员告诉彭旭挺，机场附
近有穿红马甲的人，或许可以
找他们寻求帮助。他抱着一丝
希望走上去，向两位穿着红马
甲的工作人员说明自己的情
况，询问“能否帮自己买部手
机”。这两人是当地和平路片
区国际城社区的工作人员王志
国和叶尔纳尔，刚好来机场送
小区的居民搭乘飞机。了解了
彭旭挺的情况后，王志国第一
时间联系了乌鲁木齐销售手机
的朋友，询问是否能立刻送一
部新手机到机场，但因疫情，最
终无果。

相助：志愿者借出手机

眼看彭旭挺的航班登机时
间快到了，王志国突然拿出自己
的手机递给彭旭挺说：“手机你
拿着用，快登你的微信去办理登
机，等你平安到家，见了父亲，再

把手机邮寄给我。”彭旭挺激动
地接过手机连忙道谢，“太感谢
了！等我回去，一定第一时间
快递邮寄给你。”一个陌生人竟
然爽快地把手机交到自己的手
上，彭旭挺既意外又感动，手指
不停地抖动，输了几次密码都
不对，情急之下，叶尔纳尔找来
一支笔，将手机密码直接写在
了彭旭挺的左手手臂上。就这
样，在王志国和叶尔纳尔的帮助
下，彭旭挺顺利赶上了返回成都
的航班。

“一个 50 多岁的男人在机
场抹眼泪，他是真的很无助吧。”
这是王志国在机场见到彭旭挺
后的第一印象。对于把手机交
给对方，王志国表示，“我的微
信、支付宝都绑定了银行卡，当
时的情况紧急，我也没想太多，
只是希望他可以赶上飞机，回家
看望病重的父亲。”

感谢：到家后寄还手机

据了解，和平路片区国际城
社区的服务团队是当地居民自
发组织的，王志国就是其中一名
成员。从3月开始，王志国和他
所在的爱心车队队员们每天奔
波在送居民离乌返乌、买药送医
的路上，平均每日往返近 20
趟。7月新疆疫情新增，他们又
开始自发组织送当地突发疾病
的居民去医院等。

把手机交给彭旭挺后，王志
国也买了一部新手机应急。王
志国的同事叶尔纳尔说，王志国
是做钢材生意的，手机里有很多
客户信息，近期还有不少发货单
需要他兑货结账。

彭旭挺回到成都后，旧手
机里相关信息，也通过彭旭挺
的微信逐步接收。8 月 12 日，
彭旭挺告诉记者，他父亲病情
目前稳定，到家后他也第一时
间跟王志国取得了联系。“那几
天真的给王先生添了不少麻
烦，他手机里有很多重要信息
要处理。我现在买了新手机，8
月 14 日发往新疆的快递正式
开通了，第一时间我就把手机
寄了回去。”

我省再次启动Ⅲ级防汛应急响应
8个县市山洪灾害黄色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