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当时没有往回走看到她
们落水，后果不堪设想。”7月5日，马
树清回忆起10多天前救起两名落水
女孩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

马树清是眉山市东坡区苏祠街道
上游社区的居民，6月23日下午，在岷
江边散步的他看到两名女孩不慎跌入
江中，立即从两百米外飞奔过去，跳入
江中救起了落水女孩。

近日，马树清救人的事迹在当地
传开，大家交口称赞，获救女孩家属也
上门致谢。

生死两分钟
过路大叔勇救两落水女孩
6月23日下午4点左右，马树清

在岷江边散步时，看见两名10来岁的
小女孩和一名小男孩翻过护栏，在江
边的草坪上扔石头玩耍。“那里水至少
有 3 米深，大人下去都不一定起得
来。”马树清深知其中的危险，于是连
忙劝阻：“你们快上来，不要在那儿耍，
太危险了！”

“我们知道了，马上上去。”得到小
孩们的回答后，马树清继续往前走
去。走了差不多两百米左右，他准备
往回走的时候，突然看见一名女孩掉
入了水中。

就在马树清飞奔过去准备救人
时，另一名年龄稍大点的女孩伸手去
救同伴，也不慎跌入水中。“她们在水
中挣扎着又浮起来，情况特别危急。”

马树清翻过栏杆，跑过斜坡，纵身
跳入水中。水性很好的他迅速游到两
名女孩身后，托住她们游回岸边。仅
用两分钟，两名女孩被成功救起。

救人者女儿：
父亲很早之前也救过人
“看到她们没什么问题，我就叫她

们赶紧回去换衣服。”马树清说，他并
不认识这两个女孩，也没有问她们的
名字。孩子们走后，由于太累，他坐在
江边休息了10多分钟后才离开。

马树清的女儿马慧听说了父亲跳
河救人的事后，感到特别骄傲，但也有
些后怕。“父亲很早之前也救过人，那
个时候他还年轻，但现在他59岁了，
我们还是比较担心。”马慧说，“不过我

们也很支持他，救人嘛，总是做好事。”
马树清勇救落水女孩的事在上游

社区传开后，大家纷纷为他点赞，落水
女孩的家属也找到马树清，当面致
谢。马树清这才知道，两名女孩和自
己居住在同一个小区，年龄大概12岁
左右。面对家属的感谢和大家的赞
扬，马树清表示：“这没啥，碰到了都会
去救的。”

“对于马树清这种见义勇为的行
为，社区充分肯定，这种精神值得大家
学习。”东坡区苏祠街道上游社区党委
副书记张舰方说，目前正值汛期和暑
假期间，呼吁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为了安全不要到河边玩耍。

李鹊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王越欣李庆

马树清（左）向上游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舰方介绍救人情况。李鹊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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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8时）
AQI指数 124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眉山、达州、康定、马尔康、广元、西昌、
巴中、南充、遂宁、自贡
良：泸州、德阳、内江、乐山、宜宾、资阳、攀
枝花、绵阳
轻度污染：眉山、雅安

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40—170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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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6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月5日开奖结果

晴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24-37
多云间晴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C25-36

59岁大叔跳入岷江救起两落水女孩
女儿：这不是父亲第一次救人

7星彩第22076期全国销售15840672
元。开奖号码：178538+5，一等奖0注；二等
奖12注，单注奖金23723元；三等奖44注，单注
奖金3000元。277353599.34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列3第22176期全国销售36675468
元。开奖号码：416。直选全国中奖19297
（四川1347）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33065（四川2031）注，单注奖金173元。
42539650.6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2176期全国销售15532460
元。开奖号码：41661。一等奖99注，单注奖
金10万元。432481110.30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9月5日，逾
期作弃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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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综合区位、软硬件条件等因素，选取顾县镇羊山
湖村和白庙镇郑家村作为村级廉洁文化示范点建设，打造
以‘养心、养身、养气’和‘干部清白、民风清淳、制度清晰、村
务清透’为主线的村级品牌。”岳池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在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交流工作中介绍道。

今年以来，岳池以廉洁文化为引向“灯火”，用好用活县域资
源禀赋，深挖红色文化、曲艺文化、农家文化中的廉洁元素，创新
思路载体，依托县廉政教育基地阳光馆，以“一镇一品”“一部门
一特色”廉政文化建设为抓手，建设起县乡立体廉洁点位，培育
具有历史和人文底蕴的“清风岳池”廉洁文化品牌，浸润广大干
部群众，涵养清风正气，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氛围。 （黄敏）

岳池县：点亮“灯火”，打造廉洁文化品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高

速公安一分局十六大队获悉，7月5日10时，G0511成都
第三绕城高速德都主线与S1成绵高速复线相交的双盛枢
纽互通，德都高速绵竹支线与S1成绵高速复线相交的齐
天枢纽互通正式开通。这两座枢纽的开通，可以实现三绕
德都高速主线和绵竹支线与S1成绵高速复线的交通转
换，从而使该地区的路网结构更加完善，交通承载能力得
到全面提升。同时，行经三绕德都高速主线和绵竹支线的
车辆不必再绕行其他收费站转入，可实现经这两座互通立
交转入S1成绵复线高速和德都高速，极大方便了当地人
民群众出行。

德都高速双盛枢纽和齐天枢纽开通

7月5日，记者从成都天府通了解
到，为进一步做好老年人出行优待工
作，天府通公司在成都市交通运输局
指导下，将切实推进为民惠民举措，有
序落实成都各区县65-69岁老年卡申
办工作。

今年1月12日，成都启动中心城
区“5+1”区（锦江区、青羊区、武侯区、
金牛区、成华区、高新区）65岁-69岁
天府通老年卡申办服务。此后，天府
通陆续配合郫都区、青白江区、新都
区、双流区、天府新区、温江区、龙泉驿
区开通了65岁-69岁老年卡办理。截
至6月底，成都全市已有13个区县超
过30万老年人办理了老年卡。

今年下半年，成都近郊区县也将
陆续启动相关办理工作，鉴于各地实
际情况不同，因此由各地根据准备工
作推进进展确定政策实施时间，实施
前将提前告知市民。

办理攻略：
1.目前已开通办理的区域

“5+1”城区（锦江区、青羊区、武
侯区、金牛区、成华区、高新区）、郫都
区、青白江区、新都区、双流区、天府新
区、温江区、龙泉驿区。

2.各区域65岁-69岁老年卡正式
使用时间

“5+1”城区（锦江区、青羊区、武侯
区、金牛区、成华区、高新区）：3月1日起。

新都区、青白江区、郫都区：7月1
日起。

温江区、天府新区、龙泉驿区、双
流区：预计8月1日起。

3.优惠政策
刷卡免费次数限100次/月，首次充

值时，免费充入从当月起的连续12个月
次数（每月100次），以后办理续充时间
从上次年审充值的最后一个月份的1日
开始办理续充，每次续充11个月次数。

4.目前有哪些办理渠道
线上办理：关注“成都天府通”公

众号，依次选择“卡服务”→“65-69周
岁老年卡”，根据提示填写个人信息
（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上传身份
证正反面照片（非户籍的常住人员还
需上传居住证照片）和个人证件照等
申请材料，填写收件地址后完成提交。

市民在线上办理时遇到困难，欢迎拨
打天府通咨询服务热线：028-962513 ，
工作人员将及时予以帮助。

线下办理：“5+1”城区（锦江区、青
羊区、武侯区、金牛区、成华区、高新区）
可在天府通客服网点办理。（客服网点地
址 ：https：//www.cdtft.cn/about.aspx？
mid=87&sid=）

天府新区、双流区、青白江区、新都
区、郫都区5个区域均已开通线下办理，
可在各区公布的办理网点办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今年下半年
成都各区县将落实65岁-69岁老年卡申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