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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14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22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内江、遂宁、乐山、巴中、资
阳、南充、绵阳、达州、广元、德阳、攀枝
花、自贡、西昌、康定
良：泸州、宜宾、眉山、雅安

1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70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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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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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68期开奖
结果：07、08、19、24、27、06、07，一等奖1注，每注
奖金1千万元。一等奖追加1注，每注奖金600
万元；二等奖113注，每注奖金64040元。二等
奖追加37注，每注奖金38424元；三等奖1571
注，每注奖金1634元。三等奖追加815注，每注
奖金980元。（36.22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58期开奖结
果：083 直选：4314（382）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7233
（480）注，每注奖金173元。（564.3万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58期开奖结
果：08323 一等奖：28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66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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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美酒·寻你最美爱情故事③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爱你一万年”

一见钟情

红花郎·幸福2017为爱启航

美国小伙Kyle一眼相中内江女孩赵茜汝，出韩国，入中国，不远万里来到她的身旁；拒高薪，弃爱车，不辞辛劳实
现初识诺言。

赵茜汝，内江女孩，一个在杭州工作的服装设计师，2017年6月10日走上了红毯，收获了这份伴着感动与欣喜
的跨国之恋。

在郎酒集团“红花郎”联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出的“我有美酒，寻你爱情故事”征集活动中，川妹子赵茜汝讲
述起这段跨国的爱恋，足够“麻辣”。

三年前，西湖畔，一眼相望，他和她情定今生。

一见钟情川妹子，跨国追爱两年半，中西合璧走红毯

美国小伙演绎真爱
舍命陪火锅，含泪挑花椒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85期：
32221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85期：
333133310111

足
彩

2017年6月10日，内江，身着白
纱的赵茜汝站在了红毯上，等着她帅
气的新郎Kyle款款走来。礼台上，红
毯，青藤，碧扇，中国风的布景烘托着
中西方一对新人的结合。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爱你一
万年。”Kyle对赵茜汝情深款款，她感
动万分，泪目相对。“我特别感动，这
是这三年来他少有的情话，本来他想
用中文来表达的，但最终没有学会。”
此刻谈及，赵茜汝不禁笑出声来。

两人从相识到结婚，匆匆两年半

时光。但在赵茜汝看来，这一路虽说
不上坎坷曲折，却也有过无尽的担忧
与彷徨，最终以包容与理解收获了幸
福。

2014年12月，西湖旁，在朋友的
派对上，赵茜汝认识了来自韩国的
美国人Kyle，而后又一起过了圣诞
节，相互留了联系方式。让赵茜汝没
想到的是，从那以后，Kyle对她展开
了狂追模式，“当时只觉得这人还不
错，没想到他真的辞掉工作来中国找
我。”

“那时开始，我就知道我们是恋人了”

跨国追爱

展开这场跨国恋之前，Kyle在
韩国一家跨国集团教授高管商务英
语。“初识时，他欣赏我的独立，我也
很欣赏他的为人和性格。”赵茜汝
说。

Kyle在回韩国后便辞掉了自己
喜欢的工作，返美之前，他告诉赵茜
汝，“一定会来中国找我”。赵茜汝听
着，“心情挺复杂，既惊喜他将出现在
我面前，但也担忧着……”。

Kyle返回美国后，一边办理各种

事宜，一边则在网上找寻着能在杭州
从事的工作，时间随之过去了近半
年。“我挺感动的，我们通过微信联系
不断，不过也担心他还是不能来。”赵
茜汝说。

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会让人脱
离实际，Kyle为了早日来到赵茜汝身
边，便应允了一个自己并不钟意的工
作，只因工作地点在杭州。“我看到他
的付出，特别感动，那个时候开始，我
就知道我们是恋人了”。

2015年7月，Kyle来到中国，中
文不好，赵茜汝就带着他到处跑，办
理相关的手续。而赵茜汝的每场走
秀，Kyle都会到现场助阵，“他特别支
持我”。

在韩国时，Kyle有两辆很酷的重
机车，但在杭州却只能以电瓶车代
步。“他没什么怨言，每天仍乐呵呵地
骑着车穿梭在杭州的街道。”kyle原
本不吃火锅，因为他受不了调料中的
花椒。但为了陪四川女友，却只能咬
牙而上，只是每次吃火锅时，他会都
把火锅中的花椒一颗一颗地挑出

来。“每次吃完，他的面前都是一堆花
椒。”赵茜汝笑着说，看着这堆花椒和
眼泪花花的他，就知道他是真的爱自
己。

当年10月，赵茜汝带着Kyle回内
江老家。这一趟与其说是省亲不如
说是娘家人对未来女婿的“审查”，好
在，经过父母兄长反复打量，Kyle顺
利过关了。而Kyle为了能走进这个
家，也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白酒，必不
可少。“他酒量还可以，不过喝完中国
白酒后，还是感叹度数太高，总是头
痛。”

最美爱情故事 万元大奖等你来拿
“我有美酒，寻你最美爱情故

事”征集活动继续火热进行，在接
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持续征集天下
曲曲情深的爱情乐章。

说出你的爱情故事，在分享你
幸福的同时，喜庆满满的红花郎美
酒，价值万元的红花郎大礼，就会
送到你手上哟。

您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向

我们讲述你身边的爱情故事。
1. 呼 叫 华 西 都 市 报 热 线
028-96111倾诉，2.通过发送新
浪 微 博 话 题 # 红 花 郎 幸 福
2017#，并@华西都市报 进行讲
述。3.关注华西都市报官方微
信，通过点击官方微信子菜单：
红花郎→最美新娘\爱情故事，
讲述您的爱情故事。

寻找最美新娘 马尔代夫等着你来

最美新娘具体报名方式

寻爱不停歇幸福来敲门赶快来报名

5月20日起，消费者登录封面新闻APP进
入封蜜Club，按照评选规则填写报名页面即可参
与，或者登录华西都市报官方微信，通过子菜单进
入报名通道。同时消费者也可以通过郎酒·红花
郎官方微信、红花郎四川各大赛区线下指定报名
地点导入报名通道。

1

2
3
4
5
6
7

报名时间：5月20日至7月20日
报名程序：

上传资料至投票通道（特别提醒：可使用封面新闻客户端上传资
料，同时也可通过微信报名页面上传，投票阶段只能使用封面新闻
客户端投票）

选择所在区域

填写真实有效的姓名、年龄

上传新婚照片（2MB以内，彩色婚纱照、生活合影照各一张）

填写50字以内的简短爱情宣言，请备注您的推荐机构
（如：影楼、婚庆公司等）

备注婚礼时间及是否举办或举办过中式婚礼等相关信息

待后台审核完毕后自动生成专属投票页面，视为报名成功
（约2-3个工作日）

扫二维码参与活动

“他不太浪漫，但我就爱这份实在”

乌镇求婚

被花椒麻翻也要陪她吃火锅

真爱如疯

“我不求他有房有车，只是希望我们
通过努力能有自己的家，他也如此。”投契
的三观，预示了幸福的来临。

就在2016年12月，Kyle和赵茜汝同
游乌镇时，Kyle实施了酝酿已久的求婚
计划。傍晚，河道垂柳下，他们悠闲地喝
着咖啡，“我们聊着未来，聊着理想，慢慢
就聊到了我们的以后……”

突然，“他对我说，结婚吧。”Kyle突
如其来的一句话，瞬间搅动着赵茜汝的
心。赵茜汝说，那一刻，既是期待，也是
惊慌甚至有些顾虑，是一种混杂了的惊
喜。再回忆起那场乌镇夜幕下的求婚，
赵茜汝的声音里透露着毫不掩饰的幸
福，“在我看来，他不是个特别浪漫的人，
但我就爱这份实在”。

“其实我还是有几分担忧，毕竟文化
有差异。”赵茜汝在当时确也担忧着中西
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困扰。但父母的支
持、Kyle的付出与坚持，让赵茜汝很快得
以释然，“孩子，家庭，或许以后会有更多
文化差异导致的分歧，但是我们彼此都
包容理解对方是最重要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实习记者 习
桓 记者 吴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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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17年5月20日“红花

郎·幸福2017（四川站）”大型活动
盛大启幕以来，参与“十大最美新
娘”、“十佳婚庆酒楼”、“十佳中式
婚礼”的报名热线不断。

作为本次活动的三大重磅之
一，“四川十大最美新娘”评选将由
大众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各赛区入
围新人票数最多的前十名，可获得

郎酒·红花郎提供的1.65L价值
1980元的专属版大瓶红花郎酒，
并参加“四川十大最美新娘”终极
评选。在终极评选中获得前十名
的“幸运儿”，可获得双人双飞马尔
代夫旅游大奖。通过这次活动，让
即将操办婚礼的新人们感受到中
式婚礼的魅力所在，传承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传扬正确的婚恋观。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58期开奖结果：285，单选590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
2396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
第2017068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26、25、27、
21、15、29、24，特别号码：01。一等奖2注，单注
奖金675013元。二等奖8注，单注奖金24107
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两人结婚照。（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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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一路童行”特殊疾病儿童
专项救助基金全省启动

“一路童行”特殊疾病儿童专项救助基金
是由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联合社会爱心
企业共同发起的公益救助基金，旨在为特殊疾
病儿童及家庭提供医疗援助，致力于改善特殊
疾病儿童的健康状况，让其走出疾病阴影，快
乐成长。该基金已全省启动，现将基金相关申
请事项告知如下：

基金发起单位：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基金定点医疗机构：成都西南儿童医院
基金用途：
1、用于对家庭贫困的特殊病患儿童提供

医疗费用援助；
2、用于开展关爱儿童健康的公益活动。
基金援助对象：0-16周岁患有自闭、脑瘫、

癫痫、多动、抽动、智力低下、矮小等疾病且家
庭经济贫困的儿童。

基金申请资料：
1、申请患儿的户口簿本人页复印件；
2、申请患儿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本人页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3、申请患儿法定监护人提供贫困证明；
4、监护人银行账号。
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一路童行”特

殊疾病儿童专项救助基金，更多基金申请详情
请拨打热线：028-96111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