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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19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19 空气质量 优
优：康定、马尔康、雅安、西昌、攀枝花、
泸州、遂宁、绵阳、宜宾、乐山、眉山、资
阳、绵阳、自贡、德阳、巴中、广元
良：内江、广安、达州、南充

2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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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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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星彩第17136期开
奖结果：9 0 4 3 1 8 1，一等奖1注，每注奖
金500万元；二等奖4注，每注奖金82858
元；三等奖136注，每注奖金1800元。
（2648.0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316期开
奖结果：2 0 2 直选：7012（115）注，每注
奖金1040元；组选3：6159（322）注，每注
奖金346元；组选6：0注，每注奖金173
元。（611.37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316期开奖
结果：2 0 2 5 3 一等奖：107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42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健康爱心回馈
胃肠检查进入无痛时代
据统计，中国13亿人口，肠胃病患者就有

1.2亿，其中中老年人占70%以上，消化性溃
疡发病率10%，慢性胃炎发病率30%，四川省
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过20万，死亡约16万，约
占总死亡构成的1/4，其中胃癌、大肠癌患者
都呈现增长状态。

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像胃痛胃胀、反酸烧
心、吞咽困难、打嗝嗳气、口苦口臭、消化不
良、便秘便血、拉肚子”等不适的症状表现，有
的就是从炎症发展成糜烂、溃疡，甚至引发出
血、穿孔，梗阻等，长期不治很可能发展成恶
性肿瘤，比如胃癌、肠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
果。”

现在，随着医学发展，胃肠检查已经进入
无痛时代，甚至不插管，检查方便又高效，患
者在睡梦中，就能完成对食管、胃、肠道的检
查。智能胶囊内镜，只需吃下一颗小胶囊，就
能一次性对整个消化道进行全面的检查，非
常仔细。MK胃功能四项（早癌早筛），这些都
不需要插管，没有任何痛苦，老人、小孩、心脏
病、高血压等患者都能做。

为号召全市人民积极参与胃肠保护工
作，做到“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保护和关
爱自己的胃肠健康。96111健康热线联合成
都三甲知名胃肠医院，特开展“爱心回馈 胃
肠检查全年5折”公益活动，幽门螺杆菌、无痛
胃镜、肠镜、MK四项（早癌早筛）全年检查只
需要五折，预约申请电话028-96111。

“波波球”走红成都
为何卖到30元一个？

“望闻问切”能探查病情，几
味草药能化作良药，数根银针能
消除病痛……千百年来，中国人
摸索出自己独特的对抗疾病的方
法，并传承至今。

临近2017年终，一群四川的
中医人携手回顾这一年四川中
医药、中医人的成长与变化，通
过参与彰显品牌风范，通过评选
树立典范榜样，一场中医药界的
年度“擂台”就此拉开序幕，一
次中医药行业的“大师加冕”就
此展开……

天时地利人和
中医药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下，2017年我国第一
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中医药的重
要地位、发展方针和扶持措施，各
项管理制度依据中医特色进行

“量身定制”；一系列与中医药发
展有关的利好政策相继落地，这
被业内人士称为助力中医药发展
的“天时”。

目前四川全省拥有中医医疗
机构近5500家，中药材5千多种，
丰厚的底蕴让四川中医药发展有
了原动力。不久前结束的四川省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推进大会
上，37个项目共605.98亿的签约
量，反映着四川中医药发展的活
力和实力，省委省政府已经把中
医药产业列为十四个重点产业之
一，这是四川中医药发展必备的

“地利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中医药进

入新时代，迎来新发展。11月20
日，由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指导，四川省中医
药发展促进会、华西都市报社主
办的“四川省首届中医药‘品牌典
范’评选活动暨四川省首届中医
院长发展论坛”正式启动报名。

这是四川中医药行业的一次
年终盛会，是一次涵盖中医、中医
院、中医院长、中医药企业、康养
目的地的推荐选评，将在年终交
出一份中医药全行业的“英雄
榜”。

评选全覆盖
康养机构也能参与

《四川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
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强
调，提升中医健康服务能力，到
2020年构建中医养生、医疗、康
复、养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
新理念和新模式。对普通市民来
说，一次“康养+旅游”的享受之旅
当然是放松身心、有益健康的不
二选择，但想要找到一个“巴适”
的目的地却不容易。因此，此次
活动还设置了“人气康养目的地”
奖项，通过推荐、投票的方式，向
市民推荐好玩又靠谱的健康养生
目的地。

当然，此次评选活动的范围
还涉及中医医生、中医院长、中医
院、中医药企业（品牌）等，从看病
就医到健康养生，从中医名家到
中医药品牌都是一次集中展示。

即日起，活动开始正式报名，
各相关单位可将单位、个人报名
信息汇总至华西都市报或四川省
中医药发展促进会。具体报名细
节可咨询四川省中医药发展促进
会，或拨打华西都市报热线电话
028-96111。

严格把关
多维度审核评选资格

如果你是四川的中医人，一
定不要错过这次评选。参与评选
的中医医生，需要满足的条件首
先是2年内从事医师职业工作中
无违法违规行为、无发生重大事
故和重大投诉，其次是中医药理
论造诣深厚，学术成果丰硕，在医
疗实践中成绩突出，在中医药行
业内有一定影响力。当然爱岗敬
业、医德高尚、廉洁行医，患者满
意度高也是评审标准之一。

在中医医院评选中，医院人
员遵守医德医风制度，尊重患者，
整体服务水平受到患者称赞是评
审考量的重要标准，此外，医院整
体医护人员专业技术水平突出，
工作细致、操作细心、不发生差
错、事故、纠纷，综上因素之外，还
需再结合考虑每家医院的学科建
设、临床技术与医疗质量、科研水
平等关键因素进行评选。

在报名结束后，活动将开启
投票通道接受大众网络投票，并
根据网络投票及专家评审确定最
终获奖名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家夷

中医药界年终“大师加冕”
拉开序幕

四川省首届中医药“品牌典范”评选开始报名

制图/杨仕成

“不，我就要那个闪光的气球！”成都春熙路步行街上，一个小姑娘在父亲怀里不停哭嚷着，一副不买气球就赖着不走的气
势。母亲只得掏出30元买下气球，接过气球的小姑娘瞬间停止哭闹。

一到晚上，在成都热闹的商圈和景点随便走几步，就能碰到手拿发光气球的孩子和年轻人。这种名为“波波球”的气球售价
高达30元，仍然不乏市民购买。

而随着波波球走红成都，不少人也蜂拥加入了卖气球大军。波波球为何能火？卖波波球到底能不能挣钱？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进行了调查。

/知道一下/

波波球缘何而火
不仅是成都，在重庆、济

南、上海、武汉等城市，波波球
都已占领了热闹街头。记者在
一网络电商平台上输入关键词

“透明波波球”，同样发现不少
销售波波球的店铺，其中销量
最好的已成交超过9万套。

“好像是因为几天前一位
女明星在微博上传了一张在成
都街头举着气球的照片，一下
子就火了起来。”一位买气球的
市民说。

随后记者搜索到，一位女
明星11月6日曾发布一条微博

“成都，火锅后潇洒走一回。”
配图正是她手拿波波球的照
片。截至目前，该条微博评论
数过万，点赞25万次，还有不
少网友在微博评论中晒出同
款气球。

16日晚上，记者在春熙
路步行街一连碰到几个销售
气球的商贩。只见他们每人
手里拿着七八个透明气球，
气球上缠绕着五颜六色的
LED灯串及一个五号电池
盒，吸引了不少过往行人上
前询价。

不只是春熙路，在太古
里、宽窄巷子等商圈景点，
同样有不少销售发光气球
的商贩。而买气球的人除
了孩子，也不乏一些年轻男
女。不少人买到气球后的
第一件事，便是拿着它拍张
合影。

据了解，这种气球名叫

“波波球”，一个要卖到30元
左右，售价远高于以往市面
上销售的气球价格。随机采
访几位卖气球的商贩，有人
说是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于
是利用空闲时间来卖气球；
有人则说完全是出于自己喜
欢，拍照好看；甚至还有拖家
带口来卖气球的。

“之前给儿子买过一个，
我们也觉得好贵。但这个真
的特别火，于是自己去批发
了10个，主要是想带孩子来
体验一下。”一位卖气球的父
亲说。就在采访间隙，小男
孩和母亲手中攥着的几个气
球便销售一空。

成都一气球装饰布置公
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波波
球早在去年就有了，带灯的
确实是最近才出现的。“突然
就火了，我们卖了一个星期
波波球。几乎每天都有一二
十人打电话来批发，公司一
天能卖到2000多个，还是比
较赚钱的。”

他介绍，店里的气球大
部分都销售给街边卖气球的
商贩，他们卖不完的也可以
拿回来退。波波球里面充装
的是氦气，一般要好几天才
会消气。虽然氦气比较贵，
算下来一个气球成本接近20
元，但市面上普遍都要卖到
30元。

另一位销售气球的商贩
告诉记者，双11当天气球卖
得最好，一次拿来30个瞬间
卖光，最近每天也能卖到十
几个。“生意还不错，估计能
火到圣诞节。”

但有人欢喜也有人愁，

在王府井百货附近看守电动
车收费的王先生卖了不到一
个星期的波波球，就发现自己
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还亏了。

一个星期以前，王先生
也注意到了波波球的热销，
于是批发了60套气球和串
灯。为了气球更好看，还在每
个气球上加上两片羽毛装
饰。“前两天每天还能卖十几
个，现在就不行了。真的是没
挣到钱，能保本就不错了。”

他算了笔账，在荷花池
批发的气球和LED串灯是
6.8元/套，电池价格另算，装
饰羽毛0.5毛/片，充气球所
用的氦气罐118元，大概能
充满10个气球，算下来一个
气球成本接近20元。照理
说，气球卖25元一个，至少
还能挣5元钱。但王先生
说，中间充爆的还有不慎飞
走的气球一共就损失了12
个，实际上最终能卖出去的
只有48个。

虽然不少卖波波球的商贩
都表示，由于氦气成本高，就算
卖得贵，也是“薄利多销”。但
记者调查发现，其中也存在着

“猫腻”。
11月18日下午，记者以批

发波波球的名义到花成都荷池
批发市场询价，气球、LED串灯
和电池一套价格均在8元左右，
部分店铺也有不同型号的氦气
罐提供，价格从90-120元不等。

一商家透露，一个波波球
其实只用充六七元的氦气，就
能卖到30元一个；而另一商家

也表示，一罐售价百元的氦气
一般能充30个气球，算下来单
个成本15元左右。记者也发
现，一般顾客并不会注意气球
大小，而更关注串灯是否正常。

“（成本和利润）基本是五
五分，好赚钱嘛，又好卖。一晚
上两三个小时就能卖二三十
个，生意好能挣四五百。”采访
过程中，记者遇到不少前来批
发波波球的商贩，一商家表示，
这两天缺货，厂里也在涨价，一
般摆出来就能马上卖完，现在
仅少量现货。

有人赚钱也有人亏本
走红B

气球成本仅15元左右
揭秘C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7170期：331030313313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场进球第
17170期：220230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
17170期：3333110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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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分析/

彰显个性的体现
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李蔚

认为，几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
出现一种潮流，可能是一种新
产品、新玩法或是新的消费方
式，这是正常现象，体现社会拥
有崇尚新事物的动力。

他说，比如前两年“头上长
草”流行，就是一种彰显个性的
体现。对销售该类产品的经营
者来说，最好是小批量订货，不
要大规模囤积，踩准产品的流
行节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
习记者 熊英英

网红气球走红成都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