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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115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攀枝花、广元、达州、马尔康、康定、
西昌、巴中
良：泸州、内江、广安、遂宁、南充、宜宾、
资阳、乐山、眉山、自贡、德阳、绵阳、雅安

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5月9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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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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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良，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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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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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朝平所在的公益组织，采
取组团的方式，大家聚在一起帮
扶一个孩子。“以前10个人一起
帮助一个孩子，去年因疫情原
因，大家的收入有所下降，就二
三十个人一起，凑钱来帮孩子。”

绵阳残疾修补匠 18年捐款1.5万元
他帮助6名学生重返校园，获“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5月10日 7：30-19：30双流区长沟
社区部分、彭镇光荣社区部分、三里坝社
区部分、黄水镇板桥社区部分，瑞丰花园
商业小区

5月10日 6：00-23：00洛带镇八角
井社区部分、菱角堰小区、岐山村、保胜
村、白杨村、西河街道鹿角 8 组、鹿角 1
组、九峰建材城、成新酒店

5月11日 9：00-16：30双流区怡心
街道胜利砖厂公变、团结2队公变、路桥公
司、成都西南交大研究院、信息工程学院、
毛家湾污水处理厂、怡心湖市政道路施工

5月11日 7：30-19：00永兴街道办
事处干塘村、世纪街、井石村、三星卫生
院、三星眀家坝小区、三星场镇社区、三
星中学、三星小学、三星友谊桥小区、河
山村、明水村、红花村、三星工业园区、南
新村、井堰村、龙星村、三星示范点小区、
三星南苑小区、三星东风桥小区

5月11日 7：30-21：00永兴街道明
水村、南新村

5月11日 7：30-19：00新兴街道凉
水村、柏杨村、井坝村、场镇社区部分

5月12日 8：00-21：00永兴街道办
事处云崖村、南新村

5月12日 9：00-22：00龙泉驿区山
泉镇红岩子5组、成都建工

5月12日 8：00-20：00华阳街道、
天府大道南段

5月12日 9：30-16：30双流区怡心
街道、万锦城一期

5月13日 8：00-19：00双流区成都
国利置业华府悦璟施工支施工临电

5月13日 7：00-22：30 龙泉街办香
水城、东麓驿境部分

5月13日 7：00-22：00龙泉街办建
材路、公园路、文明东街、文明西街、董朗
路、玉杨路、沿山路

5月13日 8：00-18：00华阳街道、
华阳大道二段、华新下街、富民路一段

5月14日 8：00-15：30新兴街道团
山村长山2社部分

5月14日 8：00-19：30兴隆街道罗
家店村5社部分

5月14日 7：00-22：00龙泉街办青
年路、文景街

5月14日 6：00-22：30西河镇红旗
配送中心、龙博御景小区、海底捞食品

5月14日 7：30-19：30柏合镇成都
马勒汽车热系统有限公司 02号专变、成
都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01号专变、
四川成飞集成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01 号
专变、毓恬冠佳汽车零部件 01 号专变、
成都明力达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01 号专
变、成都龙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01号专
变、屹丰汽车01号专变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白师傅，你这里好难找哦。”5 月 9
日上午，白朝平正在出租屋内修鞋，不时
会有客人打电话寻来。

今年59岁的白朝平身高仅1.4米，是
绵阳的一名残疾人，以前曾租了一间门面
当修补匠。近段时间因门面房租上涨，他
把自己的工作地点搬进了出租屋。就是
这样一个平时对自己很“抠”的残疾人，却
一直热心公益，从2003年第一次向红十
字会捐款开始，18年来他先后捐出善款
超过1.5万元。

几年前，白朝平又加入了绵阳一公
益组织，和大家一起献爱心帮助农村贫
困学子。目前，已有 6 名学生在白朝平
的帮助下重返校园。

他很“抠门”
出租屋当工作间

“可以节约一笔租金”

5月9日上午，记者在绵阳高水平政
八社的一间出租屋里见到白朝平。由于
从小被摔伤耽误治疗，今年59岁的他仅
有1.4米高，走路时两脚没有劲，只能慢
慢向前挪动。

在他的出租屋内，客厅除摆有他睡
觉的床外，门口位置则放着配制钥匙的
器械，以及补鞋工具等物。而在另一间
很小的屋里面，堆放着满满一屋修补的
配料。“外面的门面涨房租，有点负担不
起。”白朝平说。

20多年前，白朝平在其姑父的介绍
下，到高水村附近租房摆摊修鞋。“那会每
个月的租金才200元钱，每天挣得不多，
但也能维持生活。”白朝平说，现在一年下
来租金要2万多元，一个修鞋的摊点，真
的有点付不起。他最后把工作间搬到了
自己的出租屋。

由于他手艺好、收费低，附近的群众
鞋子坏了，锁出问题了，都愿意来找他。
他的门面关门后，大家仍然打电话来找他
帮忙。

“白师傅，你这里好难找哦。”易女士
照顾了白朝平20年的生意。她说，白师
傅作为一个残疾人，真的很不容易。“有的
人好脚好手，却向人伸手乞讨。而白师傅
虽然身有残疾，却自食其力挣钱，他本来
就值得我们尊敬。”易女士说，白师傅手艺
好，而且收费也不贵，因此大家都愿意来
找他。

他很“大方”
18年捐款1.5万元
助6名学生重返校园

“我从小生活比较困难，但是周围从
来没缺过好心人，有送米、补衣服的，也
有做好饭叫我去家里吃的。我也总想
着有一天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在回顾
过去的生活时，白朝平说。

这个想法，从2003年“非典”时期开
始萌芽，之后他开始了与红十字会长达
近20年的结缘。

在新闻里看到“非典”导致的一幕幕
悲剧非常揪心，白朝平第一次向绵阳红
十字会捐赠 30 多元善款。那个时候他
光靠补鞋、开锁，每天收入就一两块钱，
30多元对他来说是一个月的积蓄。

2008年汶川地震，白朝平捐款200
元。从 2003 年到如今 18 年间，白朝平
捐出善款累计超过1.5万元。

白朝平说，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参
加了绵阳当地一个公益组织，自己每月
拿点钱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去帮助那些
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而且他们还到
农村去收集贫困儿童的信息。“每学期给
贫困孩子 240 元费用，让他们能顺利完
成学业。”白朝平说，在调查过程中，看到

一些孩子因家里贫困面临辍学，就想帮
帮他们。

据了解，白朝平所在的公益组织，采
取组团的方式，大家聚在一起帮扶一个
孩子。“以前10个人一起帮助一个孩子，
去年因疫情原因，大家的收入有所下降，
就二三十个人一起，凑钱来帮孩子。”白
朝平说，在这几年时间里，他已先后帮助
6名学生重返校园。

他感动大家
残联帮忙找免费摊位
阿里正能量奖励1万元

由于门面租金上涨，白朝平不得不
将自己的工作地点搬进了出租屋。而他
所面临的困难也牵动着大家的心，希望
能给他解决实际难题。

“白朝平一直是个有爱心的人，去年
疫情的时候，他还曾捐款500元。”绵阳
市涪城区残联副理事长张浩告诉记者，
得知他面临的困难后，区残联了解到附
近有一个邮亭闲置，就与城郊乡政府和
邮局进行沟通，争取将邮亭拿下来给他
摆摊。

张浩说，他们将沟通的情况告诉了
白朝平，但由于邮亭没有水、没有厕所，对
于身有残疾的白朝平来说，可能每天工作
的时候不是很方便，于是他们继续在附近
寻找合适的地点。

“肢体残疾的他，以修鞋、补锅、换拉
链为生，日子过得很清贫，但却连续捐款
18 年，心怀感恩回馈社会，以一己之力
帮助他人。”近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联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授予白朝
平“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1万元正能量
奖金，希望支持和鼓励他，把这份正能量
继续传递。

2021年第19周停电检修计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7 星 彩 第 21052 期 全 国 销 售
15755092元。开奖号码：733558+14，
一等奖0注；二等奖17注，单注奖金29578
元；三等奖 12 注，单注奖金 3000 元。
239423298.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119 期 全 国 销 售
26678074元。开奖号码：136。直选全国
中奖6438（四川484）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
6全国中奖27733（四川1915）注，单注奖金173
元。33354338.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119 全 国 销 售
13613354元。开奖号码：13696。一等
奖 37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57333699.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1050期全国销售
37131464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333313013311，一等奖全国中奖170（四
川8）注，二等奖全国中奖4146（四川205）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50期全国销
售 19797648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333313013311，全国中奖21651（四川
123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50期
全国销售 175886 元。开奖号码：
303300331111，全国中奖15（四川1）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050期全国销售
1154462元。开奖号码：12201331，全
国中奖104（四川2）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7月
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在出租屋内修鞋的白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