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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身圆滚滚，可以站起来
作为成都最有资格、最有人气

的代言人，2017成马奖牌的形象
依然是萌萌哒的熊猫，只是这一
次，萌力升级。既然是熊猫，那可
能是圆滚滚、胖嘟嘟的，所以，成马
奖牌的“腰身”也升了个级——
155.2 毫米的腰围、20 毫米的臀
围，这个大蛮腰已经超过了市面上
许多手机的宽度，有没有感觉到它
的分量！

除了惊人的腰围，这只名叫
“我不胖”的胖熊猫最大的特色是
——可以站起来。记者采访了奖
牌的设计师石头，他的设计灵感其
实很简单：“奖牌嘛不是所有的都
简单的挂起来，其实也可以是立起
来、站起来的。”这块熊猫奖牌搭配
了魔术贴，可以傲娇地挺立在办公
桌、家里显眼的位置，成为跑友们
努力跑马的荣誉勋章。当然，石头
还有一个更温馨的想法：“这一次
的马拉松有了家庭跑、亲子跑，一
家三口跑完后，每个人领到一个完
赛奖牌，这样奖牌也可以凑成一家
人，可以立在家里、感觉看起来比
挂着更温馨、可爱一点。”

发财和幺鸡，依旧很四川
去年的奖牌，很多跑友说，最

亮的点当然是麻将里的九筒、火
锅，辣椒这些非常有四川特色的
元素了，而今年，除了盖碗茶、火
锅、辣椒、竹子、芙蓉花和银杏外，
最大的亮点当然是麻将牌“幺鸡”
和“发财”了。“沿用麻将牌的元素
是为了继续体现四川元素，去年
的九筒灵感是来自《让子弹飞》的
麻匪，而今年考虑到是‘鸡年’所
以用了麻将里的‘幺鸡’，而‘发财
’就是图个吉利。”

此外，今年还增加了川剧变脸
元素，突出了有深厚底蕴的四川本
土文化，“川剧当中的变脸是历代
川剧艺人共同创造并传承下来的
艺术瑰宝。 脸谱则用于揭示剧中
人物的内心及思想感情的变化，即
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绪和
心理状态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形
象。”

石头说，这块看似简单的奖牌
其实蕴藏了设计者深厚的感情和
组委会突出四川文化、突出青城
山、都江堰本地文化、旅游、人文特
色的心思，“不论从造型、文化以及
元素的使用肯定都是有一定代表
性的。比如说，手脚黑白相交的弧
线源自都江堰的道教文化，熊猫背
上的元素是传承双遗一贯的传统
（火锅、盖碗茶等）。”

2017成都双遗马拉松奖牌揭晓
3万块“熊猫”奖牌萌力升级

我不胖
站起来

2016年成都双遗马拉松给跑友们最实实在在的念想，可能要数那枚独一无二
的熊猫奖牌了，火锅、盖碗茶、麻将，各种充满四川特色的元素搭配萌萌的熊猫，如此
精致又别致的的奖牌，让不幸错过了上一届成马的小伙伴哭晕在厕所。

不过，今年才加入的跑友们也不用太过失望，又大了一岁的成都双遗马拉松赛
事，奖牌当然也要更棒。在跑友的无限期盼下，2017年的奖牌终于揭开了面罩，虽
然依然是萌萌的熊猫，但不同的是，这只“熊猫”可以站起来哦！

本次奖牌的设计师来自
双遗体育公司，他的团队在设
计体育赛事奖牌上很有心得，

“我们公司之前做的敦煌、蜀
道驿传、康定、泸定、南京、长
沙等很多地区的比赛，我都和
小伙伴们一起参与了奖牌的
设计，而一开始听说设计成马
的奖牌时，压力非常非常大，
因为赛事升级再加上大家期
待都很高，所以一直很苦恼。”
最终，这个萌萌哒的“我不胖”
算是没有辜负大家久久的等
待，而组委会介绍，为了让可
爱的“我不胖”更精致、更准确
地还原设计师的想法，他们走

访了很多厂家，“公司专门让
设计师去广东、深圳、珠海等
地考察了很多厂家，开模打样
做了近8个才选择了这家做
工比较精细的厂家。”可以说，
摸在手里很细腻，拿在手里有
分量。

成马的奖牌算是非常有
良心，每一块奖牌重达 370
克，接近一瓶矿泉水的重量，
而高度比普通人握的拳头
高。组委会透露，3万块奖牌
的重量达到了11.1吨，还不
算挂绳等配件，如此“实诚”
的奖牌，当然是给用心跑马
的成马参赛者一份“重礼”。

虽然“我不胖”，总重11吨

成都伊藤洋华堂作为2017年成都双遗马拉松的官方合作伙伴，
将派出由伊藤员工组成的伊藤CSC跑团全力参与，希望可以通过本次
赛事倡导大家快乐运动，健康生活。同时与本次活动相关的卖场内主
题活动及促销也在同步进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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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冕OR新王诞生？悬念已
经揭晓。9日，在四川盐亭县中华
龙凤谷，现役名人连笑八段在决
胜局中执黑中盘击败挑战者周睿
羊九段，卫冕成功。

胜负世界是残酷的，就在连
笑笑揽20万冠军奖金，并继续稳
坐“名人”宝座的同时，“人间阿
法狗”周睿羊或将叹一声“蜀道
难”，因为在此之前，他在LG杯
世界棋王战决赛中不敌川将党
毅飞，短期内两次在重大赛事决
赛中憾负。

对局双方是老对手，历史交
锋周睿羊7胜8负暂时落后。在
8日进行的决赛第二局中，执黑的
连笑八段曾经形势一片大好，但
官子阶段接连出现两处失误，也
许影响了心情，导致最终超时被
判负，这样，感慨“新春以来没怎
么赢棋”的周睿羊将比分扳为1：
1，也在其生日的当天，将本届名
人战决赛拖入了决胜局。

是局，连笑猜得黑棋，序盘未
几，在右下角弈出了激烈的“小
雪崩”，执白的周睿羊则弈出新
手，使得战斗更加白热化。至中
盘，白棋对黑棋中腹薄味的冲击

甚见成效，一度取得优势。岂料
穷追猛打之际，在上边一带的对
杀中，白棋显然出现了失误，只
能以缓一气劫强撑，这几乎意味
着黑棋即使劫败，也能在棋盘其
他地方连下三手……至253手，
黑棋中盘胜出，连笑八段卫冕成
功。

本届名人战决赛在风景优美
的四川盐亭县举办，就连数日前
专程赶来为棋迷现场讲棋的棋圣
聂卫平九段也表示：“盐亭山清水
秀，空气里负氧离子肯定丰富，是
宜居的城市。嫘祖文化和围棋文
化两大国粹在这里，在名人战融
合了。”

值得一提的是，本月四川本
土围棋大赛密集，盐亭举办的名
人战决赛刚刚落幕，就进入了传
统的“西南棋王赛”时间段。10
日起，第16届“川航杯”西南棋王
赛开枰，由于八冠王古力、“第一
人”柯洁以及夺得过三个世界冠
军头衔的常昊九段尽皆参赛，本
届赛事堪称一次世界冠军的盛
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贾知若

3月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在北京釆访独家获悉：成都
男子王明清为寻找23年前丢失的
女儿，当滴滴司机两年跑遍成都，央
视著名主持人倪萍为他的伟大父爱
所感动，愿意捐出自己亲手所画的
一幅画作，悬赏帮助这位成都滴滴
司机找到女儿的热心志愿者。

倪萍为志愿者悬赏的这幅画，
名叫《春花》，曾多次参展，被北京名
画专家估价在20万元以上。倪萍
用自己的一片真诚爱心，来帮助成
都滴滴司机王明清寻找23年前丢
失的女儿。倪萍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我特别为成都滴滴司机王明清
寻找女儿的故事感动。这真是一位
好父亲。王明清两年里开车跑遍了
成都的大街小巷，每天他都在期待
奇迹发生，万一哪天我女儿坐上了
我的车呢？这多么感人啊！我都为
王明清的父爱感动。哪位热心志愿
者，只要帮忙找到了王明清丢失的
女儿，我就把这幅画送给他。”

3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报道了倪萍和她主持的央视《等

着我》栏目组非常关注成都滴滴司
机王清明，并愿意一起帮他在全国
寻找女儿的新闻后，中央电视台《等
着我》栏目组执行制片人胡波，立即
向栏目组工作人员布置任务，把王
明清寻找女儿的有关数据输入了寻
找库中。目前，央视《等着我》栏目
组已经向旗下的众多志愿者发出号
召，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借用《等着
我》的全国平台和央视的影响力，倾
尽全力为王明清寻找女儿。

倪萍作为央视著名主持人，先
后在北京、济南、上海、加拿大温哥
华等城市成功举办过画展。倪萍的
画作，别具艺术风格，被北京多位知
名作家、书画家评价为画风新颖独
特，主题深刻，写实写意完美融合，
极有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一般情
况下，倪萍的画作不轻易送人，在市
场上流通极少，她的多幅作品目前
被北京荣宝斋收藏。2012年3月，
倪萍的一幅水墨画曾以20万元起
拍，最终飙升至118万元成交。

倪萍的《喜雀报喜》于2016年7
月12日登陆荣宝斋在线微拍平台，
仅隔24小时，该作品以6.45万元成
交。《喜雀报喜》描绘了两只飞鸟立
于枝头的情景，该作品高64cm、长
36cm，达2平尺，创作于2015年。

倪萍作为《等着我》的主持人，更
是关心王明清寻找女儿的事情。3月
9日，其经纪人陈倩告诉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倪萍非常理解王明清
寻找女儿的艰难心情，于是拿出自己
的心爱之作《春花》，奖励给帮忙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尤文遇冷柳暗花明
米兰好运事不过三
尤文图斯 VS AC米兰 胜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意甲班霸
尤文图斯将主场迎战AC米兰，尽管
目前积分榜上尤文的优势十分明
显，比AC米兰高出多达17分，但上
一轮尤文被乌迪内斯爆冷逼平，未
能达成联赛十连胜，而且下周中尤
文又将出征欧冠，加之首回合尤文
客场0：1输球，此战尤文能否安然
过关还是有悬念的。

事实上，本赛季两队已经交手3
次，AC米兰先是在联赛首回合主场
1：0力克卫冕冠军，然后又在意大利
超级杯上1：1逼平对手，并通过点
球大战5：4抢走超级杯，而尤文仅
仅是在后来的意大利杯赛中，2：1小
胜挽回了部分颜面。而在过去三个
赛季，尤文一直对AC米兰保持全
胜，如今发生转折显然不仅是轻敌
所致。AC米兰近期取得联赛三连
胜，目前距下赛季欧战门票仅差3
分，仍可放手一搏。令尤文略为宽
慰的是，虽然上轮没能赢下比赛，但
罗马输球，尤文的领先优势进一步
扩大到8分，他们依然可以将主要
精力放在欧冠赛场上。

从中国竞彩网数据看，截至笔者
发稿（3月9日17点），尤文主场对阵
AC米兰的最新单场固定奖金为胜
1.29、平4.30、负8.25，而最新彩民投
票支持率则分别为胜69%、平23%、
负9%，近七成彩民看好尤文赢球。
综合欧洲各大博彩公司数据，赔率与
竞彩单场固定奖金基本类似，而亚盘
主流盘口为尤文让一球/一球半，几
乎锁定尤文获胜，考虑到尤文在AC
米兰身上已经连续4次输盘，这次盘
口值得信任。胜平负推荐3，让球胜
平负（尤文－1）推荐3。 福克斯

成都球迷有福利了！记者从
3月9日召开的2017年成都市体
育工作会议上得知，成都今年将新
增公益性足球场地100块。

成都市体育局局长谭学军透
露，2016年，成都市举办各级足球
赛事142项，比赛场次15758场，
共计52万余人次参赛，影响人群
300余万人。建设并验收不同类
型公益性足球场合格达105个，但
也存在政府性资金投入比例不高，
且验收合格率不高的问题。今年
将再建设100块公益性足球场，并
深入开展足球健身活动和校园足
球活动，加速提升足球人口，使长
年参与足球活动的人数提升到
320万人次。

2017年，成都还将继续推动
全民健身，实施市民体质提升，加
快区(市)县“一场一馆一池”“两中

心”建设，持续开展“运动成都”品
牌系列健身活动和青少年“十大阳
光体育活动”，组织全民健身活动
不少于2400场次；公共体育场馆
免费(低收费)开放接纳群众健身
不少于220万人次；开展国民体质
监测人数不少于6万人，并发布年
度国民体质监测报告。

2017年成都还将加快打造国
际赛事名城，申办更多高级别国际
体育赛事，办好国际男子职业网球
协会(ATP)250成都公开赛、国际
篮联(FIBA)U18 3X3世界杯、国
际乒联世界巡回赛等重大赛事，进
一步提高竞赛表演业占比，推动体
育产业发展;加快足球改革，推进
市足协管理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
进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谁帮成都滴滴司机找到女儿，这幅画就送谁！

为伟大父爱感动倪萍献《春花》

球迷福利！
成都今年将新增100块公益性足球场

围棋名人战在盐亭收枰

连笑卫冕“名人”

倪萍画作《春花》。

姓名：我不胖
身高：90mm
（相当于iPhone6的三分之二）
体重：370g
（相当于500毫升水的五分之四）
腰围：155.2mm
臀围：20mm
爱好：跑马拉松、吃火锅、打
麻将、喝盖碗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