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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甲状腺结节咋个办？
华西博士来解答！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年底体检高峰期，许多
人都被查出患有甲状腺结节，那么甲状腺结节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会不会癌变？该怎么
办？96111健康热线提醒如果检查出异常，应
到专业医院听取甲状腺专家的专业治疗建议。

12月23日-24日，由四川省医学会、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联合主办的“2017甲状腺疾病
规范化诊治及新技术应用学术会”即将于成都
召开，届时甲状腺领域专家将对甲状腺疾病规
范化整理、新技术的应用，临床诊治中的难点、
热点问题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学术探讨及交
流，造福更多西南地区甲状腺疾病患者。

《华西名医大讲堂》开讲啦！
“关注甲状腺 从定期体检开始”公益讲座

暨名医大咖义诊
为进一步普及甲状腺健康知识，加强甲状

腺疾病的防治。四川省扶贫基金会联合华西
甲状腺病研究院、成都中科甲状腺医院于12
月16日携手开展《华西名医大讲堂》公益讲座
活动，本次活动特邀大会授课专家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医学博士陈伟、全国甲状腺微波消融术
专家李桂英，为广大群众带来甲状腺疾病防治
知识宣讲及义诊活动。同时，参与活动者，当
日可免权威专家挂号费。享30元甲状腺彩超
检查（原价130元）。住院手术费援助10%（包
含检查费、检验费、药品费、护理费、手术费、治
疗费，仅限当天挂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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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5—158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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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6期开奖结果：
3974213，一等奖 0 注；二等奖 16 注，每注奖金
11734 元；三等奖 292 注，每注奖金 1800 元。
（479.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339期开奖结果：
131 直选：4555（162）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4389（222）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注，每
注奖金173元。（610.2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339期开奖结果：
13192 一等奖：24注，每注奖金10万元。（2.38亿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12日空气质量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4时）
AQI指数 156 空气质量 中度污染
优：马尔康
良：康定、广元、西昌、巴中、遂宁
轻度污染：攀枝花、内江、南充、德阳、雅安、
泸州、绵阳、广安、达州、眉山、乐山、资阳、

中度污染：宜宾
重度污染：自贡

马尔康 晴 0-17℃ 晴 0-18℃
康定 晴 1-17℃ 晴 1-17℃
西昌 晴转多云 6-20℃ 晴转多云 6-21℃
攀枝花 晴转多云 9-23℃ 晴转多云 9-23℃
广元 小雨转阴 5-9℃ 小雨 5-9℃
绵阳 阴转小雨 6-10℃ 小雨 7-9℃
遂宁 阴 7-10℃ 小雨 7-9℃
德阳 阴 6-10℃ 小雨 7-9℃
雅安 阴转小雨 5-9℃ 小雨 5-8℃
乐山 小雨 7-11℃ 小雨 7-10℃
眉山 小雨 7-10℃ 小雨 7-10℃
资阳 阴转小雨 7-10℃ 小雨 7-9℃
内江 阴转小雨 8-11℃ 小雨 7-10℃
自贡 小雨 8-11℃ 小雨 7-10℃
宜宾 小雨 8-11℃ 小雨 7-10℃
泸州 小雨 8-11℃ 小雨 7-10℃
南充 阴 7-10℃ 小雨 8-9℃
广安 小雨 7-11℃ 小雨 8-9℃
巴中 阴 6-12℃ 小雨 6-10℃
达州 小雨转阴 6-12℃ 小雨 7-10℃

观芸芸众生 察纷扰世相

周林平
男，42岁，家住成都简阳，平时经营着一家小超市的他，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

业余越野赛车手。痴迷赛车十年，他拿过全国冠军，也曾在沙漠中迷失方向，自己
做生意挣的钱，也基本都花在了买车、改装、比赛上，前前后后超过了百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戴竺芯记者杨雪实习生唐依然摄影刘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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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最 的超市老板

玩 越 野 赛 车玩 越 野 赛 车 1010 年年 ，，曾 获 全 国 冠 军
曾 获 全 国 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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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路、炮弹坑、驼峰、飞车台、跷跷板、漂移弯……在大部分人眼中，汽车越野赛是热血的、刺激的，更

是烧钱的。

家住成都简阳的周林平是一名业余赛车手，42岁的他依然热衷于赛车运动。从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接触越野赛车开始，他已经坚持了10年。轰鸣的马达、喷涌的黑烟、精彩的漂移、惊险的弧线，越野车的

所有都能触碰到他的神经。

从2007年开始，他共参加比赛百余场，曾获全国冠军。但谁也想不到，这位业余赛车界的高手，在生

活中，却是一个小超市的老板。

业余赛车10年
曾揽获全国冠军

12月12日下午，成都市双流区一片荒芜的山地
上，几辆改装过的越野车来回奔跑，伴随着轰鸣声，地
表尘土不断扬起又落下。一辆红色的皮卡越野冲上了
形似驼峰的山头，离开地表飞速掠过，又稳稳落下。

车门打开，一位身穿红色赛车服的中年男子打开
车门，除去头盔。

“你咋不熄火？”有人问。
“赛车停下之后，不能立即熄火。”男子说道，转头

又问起了另一位同伴：“你看我这个车还不错吧。”
这名男子名叫周林平，做业余车手已有10年。这

期间，周林平参加了100多场比赛，全国范围内，除了
西藏，他全都跑遍了，其中，他获得了2011年全国汽车
场地越野锦标赛(COC)山东莱芜站新秀组冠军。

“我们认识有两三年了，在赛道里哪里控油哪里收
油，周师傅都要教我们，他这些意识是很强的。”训练场
上，一个队友说。

在周林平身旁，这辆看上去破旧简陋的车，实际上
是他最近才新改装的。“这辆车可以说是我自己第一次
亲自改装的。割、补、切，都是自己做。”

打开驾驶舱车门，他对所有的部件都耳熟能详。
“座椅和安全带都是特制的，随便人在里面怎么打滚，
座椅都一点不会晃动。”驾驶舱四周，用无缝钢管进行
了加固，车窗上的小孔用来避免起雾，车身尾部的铁板
上，数十个圆孔也是为了车子过水时减轻阻力，轮胎上
深深的齿轮让整个车身显得特别霸气。改装后，整车
重量达到了1.55吨。

第一次开越野车
“只知道踩油门”

200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林平在电视上
看到越野车比赛。“轰轰轰，感觉很热血，很酷。”因为做
生意赚了一些钱，周林平决定要开始“玩”这项热血的
竞技运动。

什么都不懂，咋办？周林平几经周折，在一次购买
越野车配件时，认识了在山东的马师傅。当年4月，在
马师傅的指导下，他先在网上花1万元买了一辆二手
越野车，花了2个月的时间改装完成，6月，随即报名参
加了一场在北京举办的汽车场地越野。

实际上，参赛前的他对于赛车一窍不通。参赛前
不久，他报名参加了赛车驾照培训，经过三天简单的赛
车的基本常识、主要构造、操纵技巧等，他便只身前往
北京，参加了人生第一场比赛。

“一上车就控制不住了，只知道踩油门，很兴奋。”
周林平回忆，当时，在赛场的双边桥上，在平时只能飞
半米高的桥上，他飞了2米多高。“车子砸得很烂，幸好
有装备的保护，自己也没受伤。”

回忆起那次比赛，周林平把自己逗笑了。“第一次
虽然没有完赛，但是觉得很过瘾。”这也让他发现，对于
赛车，自己内心有着无限的渴求。

沙漠迷途遭意外
惊险走出无人区

沙漠、沼泽、戈壁……任何路况都能成为越野赛车
的命题。2011年夏天，正是最热的时候，周林平和带
自己入门的马师傅一起参加了巴丹吉林沙漠越野赛。
这次比赛成为了他毕生难忘的一次旅程。

比赛进行到第三天，因为经验不足，操纵失误，他
俩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迷了路。“迷路了也没办
法，必须要继续啊。”周林平回忆，在路过一
处牧民用铁丝制作的围栏时，他下车
打算将铁丝压住，使车通过。谁
知道，轮胎一转动，一根直径
约20厘米的木棍倒下
来，刚好打在周林
平的背上。

“当时起码有3分钟没有缓过气来，好痛啊。”周林
平说，“师傅马上下车把我扶到车上，但是天色晚了，沙
漠里行进太困难，当天晚上我们只好就在沙漠中支起
帐篷，过了一夜。”

第二天天一亮，两人才将车开出沙漠，花费了大约
8个小时，终于到达医院。“医生给我说要恢复半年，但
是我第二个月又继续去比赛了。”

经过这次意外，周林平也并没有说要放弃赛车，相
反，他觉得，是越野车把自己从沙漠中救出来的，说什
么也要坚持继续“玩”下去。

平时是超市老板
赛车花费超百万

“我也不是什么富豪，最开始就是做了一些小生
意，也能够承受下来，挣的钱基本上都花在赛车上了。”
2012年起，周林平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小超市，每天
早上8点过，就来到自家超市，开门营业，打理一下小
店，或者出门遛狗，和三五个朋友一起聊聊天。

他笑着说：“我要是想挣钱，从最开始肯定就去做
其他行业了。有时候，老婆还埋怨我，早些年把钱拿去
买房子，现在就发了。”作为爱好，周林平几乎把自己对
赛车的喜爱放大到了极致。

12日在训练场上的这辆红色越野，已经是他的第
7辆改装车了，花了大约10万元。而在此前的几辆改
装车，花费也并不比这少。每参加一次比赛，从报名费
用到运输车辆，每一个项目都是不小的支出。

在周林平10年的越野赛车生涯中，他粗略统计，
前后花费总计超过百万元。这些钱里，除了曾经做生
意的积蓄、目前开超市的盈利，还有越野赛的奖金。

“一开始挣了点钱，就让他去买车，还觉得没啥，后
来才发现，这钱越花越多了。”周林平的妻子说，家人也
曾反对过，但都拗不过丈夫的坚持。

“这两年比以前的投入少了很多了。”
对于周林平来说，得奖固然重要，但

享受赛车的过程是没什么可比
的。13日，他将从简阳出发
前往重庆，参加又一个比
赛，踏上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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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 ，
成都华阳一赛车
基地，赛车手周林
平在这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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