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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将自己收集的垃
圾分类知识向路人宣传，通过
绘画和小报来倡议大家进行
垃圾分类，还积极派发成都市
垃圾分类宣传资料数百份。

成都小学生学雷锋
走上街头给市民讲解垃圾分类

10-17 C
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偏北风1- 2级

8-14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有小到中雨
偏北风1- 2级

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62 空气质量 良
优：广元、内江、乐山、马尔康、西昌、雅
安、资阳、攀枝花
良：广安、德阳、康定、自贡、眉山、南充、
泸州、绵阳、遂宁、巴中、宜宾
轻度污染：达州

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3月5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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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6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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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7 星 彩 第 21024 期 全 国 销 售
27933524元。开奖号码：565172+3，一
等奖0注；二等奖14注，单注奖金32656
元；三等奖57注，单注奖金3000元。
176263223.8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054 期 全 国 销 售
29398388元。开奖号码：125。直选全
国中奖13550（四川519）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30339（四川
1086）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34047457.3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054 期 全 国 销 售
16364654元。开奖号码：12545。一等
奖 91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54170547.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6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讯（黄铄然 记者 伍
雪梅）3 月 5 日，宜宾市“文明宜宾 志
愿同行”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行动暨

“3·5”学雷锋月志愿服务活动在全市
各行业、各区县分别启动。“文明宜宾
志愿同行”抖音短视频大赛、志愿精
神接力“晒”、志愿微创意等活动在线
上同步启动。随后，宜宾将开展“党
员到村社 服务进万家”“重读雷锋日
记 做新时代雷锋传人”“校地共建文

明城 服务为民志愿行”等系列活动，
号召各行各业、各区县广泛参与并贯
穿全年。

近年来，宜宾市把志愿服务活动
作为学雷锋活动的深化和延伸，赋予
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截至目前，
宜宾市成立各类志愿团体3500余个，
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注册志
愿者77.8万余人，注册志愿者人数占
本地常住人口比例达17.02%。

新时代“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3月5日，我们迎来第58个学雷

锋纪念日。几十年来，雷锋精神生生
不息，这种“平凡而伟大”的精神力
量，激励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时

代变迁，精神永恒。白衣执甲的抗疫
战士、奋斗在一线的扶贫干部、默默
奉献的志愿者……每一个关爱他人、
扶危济困的热心人，都在演绎着新时

代的雷锋故事。人人可学，处处可
为，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我们的生
活更加阳光、温暖。

据新华社

成都成华区
开展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岸）
“志愿一小时·共筑一个梦·乐活
一座城”，在第 58 个“学雷锋纪念
日”、第 22 个“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日”来临之际，一场弘扬雷锋精神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在成都市成华
区万象广场举行。

来自团省委、团市委、“成华
群英荟”志愿服务队联合成华区
民政局、成华区综合执法局、成都
建工七建、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
传媒学院、万年场街道长天路社
区及约未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
60 余名志愿者，开展“志愿一小
时·共筑一个梦·乐活一座城”弘
扬雷锋精神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开始前，青年志愿服务
队代表对活动规则进行了介绍，
职工、巾帼、科普、助残、红十字等
志愿服务队分别对服务项目进行
现场认领。

活动现场设置了“街头篮球
赛”“垃圾分类·美化家园”“职工
互助保障宣传”“熊猫志愿者推介
与熊猫绣娘”“垃圾分类知识问
答”“助残就业、创业宣传志愿服
务”等 12 个主题摊位互动区，各
个摊位各具特色，吸引往来人群
驻足。

今年四川将出台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实施方案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何方迪 周丽

梅）3月5日，记者从2021年四川省教育
工作视频会议获悉，今年我省将出台进
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实施方案。

高考加分改革事关学生成长、国家
选才和社会公平。我省高考加分政策始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几经调整完善。
根据国家五部委“既要分类指导、精准施
策、严格程序，也要统筹推进、积极稳妥、
确保稳定，进一步减少加分项目，降低加
分分值，精准确定加分区域、群体、条件，
统筹好其他相关政策调整”的总体要求，

今年我省将出台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
革实施方案。

据悉，这次改革，在总体特点上突出
“精准”二字，使加分的区域、群体、条件
更加精准；在实施步骤上突出“分步”二
字，设置了较长的过渡期，而不是一步到
位；在配套政策上突出“统筹”二字，改革
过程中适时制定实施民族特困地区专项
招生政策，确保相关区域录取水平基本
保持稳定。

会上还透露，我省推进高考综合
改革今年重点是抓好两件事：一是省

级重点抓完善方案。在学习借鉴、充
分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我省
改革方案，形成更加科学公平的实施
方案。二是市州重点抓完善条件。这
次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增加学生的选择
权，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这
对高中阶段办学条件特别是师资提出
了更高要求，各地要对标对表抓紧完
善本地各项基础保障条件，确保今年
底前尽早全面达标，为按照国家的统
一部署和要求适时启动我省高考综合
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皓洋 邓
景轩）3月1日，《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正式实施，垃圾分类步入法治
化、系统化、常态化轨道，这标志着成
都全民生活垃圾分类时代到来了。3
月 5 日，恰逢学雷锋纪念日。成都市
成华实验小学组织三年级五班师生
在府青路社区开展“小手牵大手，家
园共同守”环保志愿行活动。

活动现场，同学们将自己收集的
垃圾分类知识向路人宣传，通过绘画
和小报来倡议大家进行垃圾分类，还
积极派发成都市垃圾分类宣传资料
数百份。特别吸引人们关注的是，同
学们开动脑筋，将一些可用（可回收）
废品，利用工艺或技术方法制作成可
用物品，变废为宝。展示台上，废旧
的塑料瓶经过一番改造，变成了漂亮
的洒水壶；破旧的塑料罐子贴上优美
诗句，变成了精美笔筒；废的布料边
角缝制成了一张张可再利用的抹布
……这些创意作品吸引了不少路人
驻足参观，对学生们的行动夸赞不
已。

据了解，成华实验小学开展了一
系列活动，如：成立垃圾分类宣传小
分队，不定期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
识；利用集体朝会和主题班会时间，
引导孩子们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同
时，还在校内张贴垃圾分类的相关指
南，摆放分类垃圾桶等。“叶圣陶先生
曾讲，教育是什么？就是养成良好的
习惯。垃圾分类就是一个良好习惯
的养成过程，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一
部分。正确引导学生环保观念，树立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垃圾分类人人有
责的自觉观念。”校长张家明说，学校
希望通过垃圾分类系列活动，呼吁更
多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参与到垃圾
分类、垃圾减量的行动中来，响应零
废弃的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让我们
生活的环境更加美好。

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宜宾已成立各类志愿团体3500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