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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AQI指数 95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
良：广安、广元、宜宾、遂宁、南充、泸州、内
江、攀枝花、乐山、眉山
轻度污染：自贡、绵阳、雅安、资阳、达州、
巴中、德阳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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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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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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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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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送暖“胃”爱启航
天气骤冷，有旧疾的人，尤其是胃肠功能

减弱的人群症状愈加明显，胃肠病是常见病、
多发病，而且经久不愈，长期受到胃痛、胃胀、
便秘、拉肚子等困扰，甚至出现反酸、打嗝、口
臭、消化不良、腹胀、腹痛、便血等。如不及时
治疗会有穿孔、出血、梗阻等并发症。如上述
症状已出现，请及时到专业医院进行检查和
治疗，详情可拨028-96111咨询。

家族性胃病
幽门螺杆菌是祸首
久治不愈的胃肠病多由幽门螺杆菌感染

引起，它具有极强致癌性和传染性，所以越亲
密越易感染。且感染后，会继发胃炎、溃疡等
胃肠病，甚至胃癌。因此出现腹痛、腹胀、反
酸、烧心、消化不良、口臭等都有必要做幽门
螺杆菌C14检测，利于患者治疗。

胃部是否恶变了？
胃肠镜检查才是“金标准”
最简单确诊胃部良恶性的技术是胃肠

镜，也是确诊胃癌的“金标准”。随着无痛胃
镜技术的成熟，患者可无痛接受胃镜检查，更
容易精确定位，直接取病理分析，明确病变的
分期，指导临床治疗，并可在内镜下直接治
疗，创伤小、恢复快。

胃肠疾病免费查
老胃病“胃”爱起航
为更好的服务胃肠疑难病和老胃病患

者，提高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的比例，本月
13、14日，96111健康热线特邀北京消化内科
专家谢玉民教授及省内多位消化内科领域专
家 ，帮 你 解 决“ 老 胃 病 ”！ 即 日 起 拨
028-96111预约，可享幽门螺杆菌免费检查。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05
期开奖结果：04、09、23、24、30、08、11，一
等奖6注，每注奖金7758568元。一等奖
追加1注，每注奖金4655140元；二等奖
174注，每注奖金48824元。二等奖追加
49 注，每注奖金 29294 元；三等奖 1057
注，每注奖金3032元。三等奖追加361
注，每注奖金1819元。（44.35亿元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10期开
奖结果：167 直选：7206（326）注，每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 6：16776（1113）注，每注奖金 173
元。（679.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10期开
奖结果：16782 一等奖：32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0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1月8日到1月10日，法国总统马
克龙访华。马克龙向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赠送了一匹国礼马。这匹8岁的
骏马名叫“维苏威火山”，来自欧洲最
强骑兵队——法兰西共和国骑兵队。

中国纯血马登记管理委员会秘书
长王振山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法国以“骏马外交”体现了对中
国的友谊，让马以“龙马精神”“马到成
功”的美好寓意充当“友谊的使者”。

2015 年，吉尔吉斯斯坦曾赠送过
一匹国礼马给习近平主席。2014年5
月12日，土库曼斯坦总统也赠送过一
匹汗血马。这匹国礼马为稀有的金色
汗血马，据王振山透露，这匹马现养育
在北京某马场，“状态非常好！”

“龙骑兵”
来自“法兰西民族的骄傲”

棕 色 骏 马“ 维 苏 威 火 山 ”
（Vésuve de Brekka），出生于2009
年6月10日，现已八岁。2012年，“维
苏威火山”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骑兵
队的一员。2017年11月11日是它最
后一次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执行任
务。54天后，它乘坐飞机抵达了中国。

“维苏威火山”的来头并不简单，
它所在的法兰西共和国骑兵队是欧洲
最强的骑兵队之一，被称为法兰西民
族的骄傲，法国高层曾经这样评价这
支骑兵队：“它享有的威望已经超越了
国界，它致力于向世界展现法国军队
和法兰西的风采。”

法兰西共和国骑兵骁勇善战世界
闻名，并且由于他们灵活迅速的行军
风格而被称为“龙骑兵”。拿破仑曾经
依靠这支最强骑兵部队获得无数胜
利，戴高乐将军更是凭借这支骑兵部
队成功地抵抗了法西斯的侵略。如
今，作为“龙骑兵”的接班人，法兰西共
和国骑兵队仍然是代表着法国勇敢顽
强的骑士意志的存在。

法兰西共和国卫队列队是法国国

家元首接待外国贵宾的最高礼节。
2014年习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
法兰西共和国骑兵团就曾护送车队。

血统正
个子高、体格壮、性格好

这支骑兵队共有470匹常备马，
其中大部分是血统纯正的塞拉·法兰
西马。塞拉·法兰西马的最原始血缘
来自于中世纪的诺尔曼马，因这种马
当时主要用于战争，因此也叫诺尔曼
战马。据王振山介绍，塞拉·法兰西马
属于温血马，是欧洲各种竞赛马中最
坚强和最多用途的一种，肌肉强健，有
极高的跳跃天赋和高度勇敢的性格。

王振山说，能够进入法兰西皇家
骑兵队的塞拉·法兰西马要经过严格
的选拔，首先马匹高度要达到 1.66
米，还要体格健壮、皮毛鲜亮，具有良
好的平衡力和听力，甚至还需要“性
格温顺”。

之后，马匹与骑手必须配合默契，
通过初选的马匹3岁开始参加训练。
选拔后的法兰西马要需要经过两年的
训练，历经多次淘汰筛选，最终留下的
才能成为骑兵队的正式成员。

寓意深
骏马作为“友谊的使者”

以血统纯正的法兰西骏马作为国
礼，法国总统府对法新社表示，这是总
统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友谊的象征，
也是对中国“熊猫外交”的一种回应。

王振山认为，“马”在中法文化中
都有美好积极的寓意，尤其在中国有
着“龙马精神”“马到成功”的含义。不
仅如此，马克龙总统的中文名含着

“马”字，也有相互呼应的意义。
“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

国事访问时，首访的城市是里昂，而此
次马克龙总统访华第一站是古城西
安，这两个地方正是古丝绸之路的终
点和起点。”王振山表示，以马相赠的
深意正在于此，马是古丝绸之路上重
要的交通工具“从终点到起点，以马连
接，代表着法国与中国的外交合作，以
及对“一带一路”的期盼。

除此以外，王振山认为，同时作为
国礼的还有配套的马刀也别具用心，
上面特意用法文刻“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北京-2018
年1月”的字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冰花男孩”说：
每天上学这条路，不觉得苦和累

1月10日上午，昭通市委组织部
官方微信公众号“红色扎西”发布了一
篇标题为《“冰花男孩”有话说》的文
章，“冰花男孩”在这里回顾了这张上
学照的前前后后。原文如下：

付校长真“逗”，说我一不小心就
白了头。

由于忙着往学校赶，忘了加衣服
和带雨伞，气温变低了，走了40多分
钟的路，脸冷得通红，头发也冻得毛茸
茸的。老师把我的照片传到网上，我
就成了“网红”。老师说，全国很多叔
叔、阿姨都在看着我、关注我。

妈妈两年前出去打工，到现在也
没有回来，家里只有奶奶带着姐姐和
我，有时我和姐姐还做些家务活，我最

“拿手”的是鸡蛋炒饭。每天上学这条
路，不觉得苦和累，到了学校还可以吃
面包和牛奶，中午学校的饭可香喽！
老师对我们每个同学都很好，教我们
知识，陪我们长大，我爱我的老师、爱
我的学校。

家乡飞快地变好了，平坦的水泥
路离家越来越近，新房子在驻村扶贫
叔叔的帮助下已经修好，离学校更近，
只是爸爸在外，还没有搬进新家。

今天，有很多叔叔来看我……还
给我们学校捐钱捐物，高兴得不得
了。听他们说，市里发起了“暖冬行
动”，我们这些高寒山区的孩子学习用
具、保暖衣服都不愁了。

姐姐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老师说，有那么多人关心我们，乌
蒙山的冬天不会冷!

他有一个愿望：
寒假想去昆明玩，长大后想当警察

王福满是一名留守儿童。他告诉
媒体，他的母亲两年前出去打工至今
未归，家里只剩姐姐和年迈的奶奶。
期末考试当天，他只穿了两件衣服就
出了门，因为他只有几件外套，而且冬
天衣服干得慢，厚衣服手洗了还没干，
加上是晴天，他就直接出门了。

据了解，王福满家离学校有4.5公
里，他每天要步行一小时左右才能到
校。在转山包小学，他并不是该校学
生走路上学距离最远的一个，距学校
最远的学生要早上五点半起床，步行3
小时山路上学。

据转山包小学校长付恒介绍，全

校共167名学生，全是转山包村人，大
部分为留守儿童。尽管同属一村，但
山路崎岖。由于学校没有住宿条件，
所有学生都是走读生，平时需要走路
上学。最近的要走10分钟，最远的则
将近两小时。王福满的成绩在班上算
中等，喜欢看科幻类书籍。

8岁的王福满也没觉得走山路上
学有多苦，而且小男孩对未来充满希
望，“长大后我希望当警察，因为可以
抓坏人，寒假想去昆明玩，今后想考到
北京读书”。

“冰花男孩”爸爸：
家境不太好，不希望孩子不劳而获

王福满的爸爸王刚奎告诉媒体，
他近几年在昆明的建筑工地打工，妻

子离家已两年未归，老家里只剩8岁
的儿子王福满、10岁的女儿王福美和
他的母亲一起生活。

王刚奎说，1月8日，母亲外出，留
下8岁的儿子、10岁的女儿在家。看
到儿子那张照片时，自己正在工地上
搬沙子，一名工友跑过来，给我看了手
机上一张照片。我一看就说，这不是
我儿子吗?

看到这张照片后，王刚奎第一感
觉是儿子很冷，心里很疼。他连夜赶
回家，到家时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
本已睡着的儿子、女儿从被窝里爬起
来，迎接他这个半年才回一趟家的父
亲。难得回一趟家，王刚奎给了儿子5
元零花钱。对此，王福满表示，这5元
钱他要存着，以后大人生病了才用。

王刚奎介绍，他家经济条件不
好。他曾经买过一辆小轿车，但因为
非法营运被扣押。之后，又买过一辆
面包车，在昆明工地搬沙子，每天能挣
100 多元，一个月开工 25 天，收入
3000元左右，是全家的主要收入。

王刚奎说，自己很想多在家里陪
陪孩子，但家里欠了7万多元外债，借
了钱要还。所以还是必须要出去打工
挣钱养家。

他还说，儿子的照片被大家看到
后，很多人打电话来，说可以资助他家，
他对此很感谢。但热度总会过去的，
他害怕到时候有这种落差，反而会影
响到孩子的生活。他对此有点担心，
不希望儿子因为这事觉得可以不劳而
获，还是希望一双儿女脚踏实地成长。

他说，自家的新房子已经建好，
“政府给了我们部分资金帮助我们盖
房，现在欠着一点债务，但以后慢慢会
还清。新房现在没钱装修，还没通电，
通电了就能搬进去过年，到时孩子上
学也近得多了。”

除务工收入之外，王刚奎家里还
养了两只猪，“都是一百多市斤的白
猪，准备过年杀一头。平时猪都是孩
子帮着喂。”

今年的转包山很冷很冷，王福满
家里烤火都是用炭盆。据了解，王刚
奎已收到了中建三局昆明分公司昭通
中心的工作邀请。他说：“每次去昆明
都舍不得，为了养家也没办法，这下好
了，问题解决了”。

“冰花男孩”学校：
至今没安装取暖设备

春节后为学生提供宿舍

2013年至今，转山包小学分批次

完善教学楼、操场、食堂、实验室等，
为全体在校生提供生均800元每年
的阳光午餐。

但学校至今没有安装取暖设备，
校长付恒说，这一问题，学校一直在
争取。此外，学校也在筹措资金，为
路途较远的学生提供宿舍。目前新
建校舍已竣工，可在春节后提供住
宿。

“冰花男孩”是许多高寒贫困地
区求学孩子的写照，折射的是一个大
问题。而在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的昭通市，113万余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中就有小学生 13.87 万
人、占在校生总数近47%。

1月10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从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获悉，“冰花男孩”艰辛求学的经
历感动了全国成千上万网友，自1月
9日起，该基金会发起“青春暖冬行
动”以来，一天时间，全国爱心人士向
云南高寒地区贫困学生捐款就达到
30余万元。目前，首批10万元捐款
已送到了“冰花男孩”及其所在的新
街镇转山包小学和附近高寒地区的
小学，“冰花男孩”与同学们获得了每
人500元的第一批“暖冬补助”。

四川绵阳民警感动：
举牌鼓励“冰花男孩”

“照顾好自己，小满加油”

得知王福满希望长大后当警察的
愿望，10日晚，四川绵阳游仙区公安
局微博对王福满发出邀请：“照顾好身
体，蜀黍们等着你！”

绵阳市游仙区公安分局民警在网
上看到了王福满的报道后，被他的坚
强所打动，也勾起了一些民警童年的
回忆。“我小时候是在镇上的一个小学
读书，身边很多孩子和小满一样，要翻
过几座山甚至会过几座桥才能到学校
上课。”民警赵章告诉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以前只是听见同学这样
说，但看到小满的照片，让她想到了小
时候小伙伴们的辛酸，感动得偷偷掉
眼泪。

看到小满身上的坚强和乐观，和
他长大想当警察的愿望，赵章和同事
商量后，特意发了一条微博，对他发出
了邀请。在微博中，他们拍了一组照
片，民警手上白纸上写着“小满加油，
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照顾好自己，
蜀黍们等你！”

赵章说，希望小满健康快乐地长
大，早日加入警队，完成自己的梦想。

刷遍朋友圈的“冰花男孩”

长大后想当警察
四川民警举牌鼓励：蜀黍等着你！

顶风霜上学,头发、眉毛
被风霜沾成雪白,身后的同学
对着他的“冰花”造型大笑.....

这两天，云南昭通市鲁甸
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三年级
学生王福满因一张上学照走
红网络,照片传遍了朋友圈的
同时，“冰花男孩”也许多人内
心翻腾起辛酸和挣扎，众多网
友直喊“心疼”

王福满今年8岁，是一名
留守儿童。1月8日上午，他
走了40多分钟的山路，赶到
学校参加期末考试。

刺眼的冰花，不只是寒
冬里一碗励志的鸡汤，它将
许多坐在空调房里给朋友圈
点赞之人的牵挂，系向遥远
的贫寒地区。

小满
加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虎刁明康

马克龙赠送的国礼马来头不小

服役于欧洲最强骑兵队

民警举牌鼓励。

“冰花男孩”王福满。

法兰西共和国骑兵队骏马（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