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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奖结果：19、20、30、32、33、03、05，一
等奖 0注，一等奖追加0注；二等奖121
注，每注奖金79115元。二等奖追加38
注，每注奖金47469元；三等奖891注，每
注奖金4082元。三等奖追加321注，每注
奖金2449元。（44.83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13期开
奖结果：606 直选：5380（295）注，每注奖
金1040元；组选3：7402（556）注，每注奖
金346元；组选6：0注，每注奖金173元。
（665.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13期开
奖结果：60667 一等奖：30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13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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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成都（15时）
AQI指数 172 空气质量 中度污染
优：马尔康、攀枝花
良: 康定、西昌、巴中
轻度污染：广元、达州、雅安、绵阳、遂宁、
德阳
中度污染：南充、内江、眉山
重度污染：广安、宜宾、泸州、乐山、自贡、
资阳

13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182-210
空气质量等级 中度至重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局
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大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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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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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 多云转晴 -2-13℃ 晴转阵雨 -5-17℃

康定 晴 0-13℃ 晴转多云 -1-16℃

西昌 多云 5-15℃ 晴转阵雨 6-19℃

攀枝花 多云 8-19℃ 晴转多云 7-22℃

广元 多云转阴 4-10℃ 小雨转阵雨 2-8℃

绵阳 多云 5-11℃ 小雨转阵雨 4-9℃

遂宁 多云转阴 7-12℃ 小雨 6-10℃

德阳 多云 4-11℃ 小雨转阵雨 4-8℃

雅安 多云转阴 3-11℃ 小雨 3-7℃

乐山 多云 5-12℃ 小雨 5-9℃

眉山 多云 5-12℃ 小雨 5-9℃

资阳 多云 6-12℃ 小雨 5-9℃

内江 多云转阴 6-13℃ 小雨 5-10℃

自贡 多云转阴 6-13℃ 小雨 5-10℃

宜宾 多云转阴 6-12℃ 小雨 6-10℃

泸州 多云转阴 6-13℃ 小雨 5-10℃

南充 多云转阴 7-13℃ 小雨 5-11℃

广安 多云转阴 7-13℃ 小雨 5-11℃

巴中 多云转阴 6-12℃ 小雨 5-9℃

达州 多云 6-13℃ 小雨 6-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03期：
03110301000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003期：
110001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8003期：
1111101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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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对恋人包机抵普吉
爱情在阳光下升温

去年5月20日，“我爱你”当天，
郎酒股份红花郎联手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联合打造“红花郎·幸福
2017”，为爱启航。半年多时间里，我
们以美酒寻故事，在欢笑和泪水中，
见证了别人的幸福，也温暖着自己疲
惫的身心。

2017 幸福开启，2018 甜蜜延
续。在寻找爱情的路上，精彩连连。
这一次，恋人们的糖又撒到了国外
——组委会兑现活动启幕时许下的
承诺，抽出第二批百对幸运恋人包机
普吉游。

12日晚，百对幸福恋人从成都双
流机场出发，带着爱情，坐上名叫“幸
福”的包机，前往的普吉。

1月的成都，正是一年中最冷的
时候，而此时，两千公里外的普吉，却
阳光明媚。13日下午，泰国普吉岛浩
淼洁净的沙滩上，随风摇曳的棕榈树
旁，爱情正在升温。

初到普吉的兴奋，冲淡了连夜乘
机的疲惫。午后，阳光正好，赵先生夫
妻放弃了房间补眠的机会，来到泳池

嬉戏。两人去年9月结婚，因为工作
关系，一直还没度蜜月，“感谢这次‘红
花郎’活动给我们的一个度蜜月的机
会。”赵先生说，这也是两人第一次出
国旅游，“在这么浪漫、小清新的地方，
肯定会留下很多难忘的回忆。”

成都“彭于晏”送祝福
新人面对大海集体告白

13日下午5点，蔚蓝的海水轻轻
拍打在岸边，阳光下，闪现出一片金
灿灿的浪花。在沙滩上，一朵朵爱情
之花也在盛开。

在自带浪漫的碧海蓝天下，成都
“彭于晏”化身“红花郎”，为百对新人
送上红玫瑰和祝福。

“老婆，我爱你！”老公们单膝跪
地，为最爱的人送上一束玫瑰花，再
现求婚时的场景。大海为媒，蓝天为
证，百对恋人携手走过鲜花拱门，面
朝大海，用一句最简单也是最深情的

“我爱你”，正式开启“爱情模式”。
“平时不好说出口，借这次机会，

告诉老婆，我一直很爱她。”参加本次
百对新人普吉包机游的张先生说。
一向内敛的张先生走的是“实在”路

线，“求婚时，也没有特别的仪式，突
然说起，然后就去扯证了，这次也算
是弥补了之前的遗憾。”张先生说。

引来当地众多媒体关注
泰国官员现场送祝福

百对新人的到来，受到了当地政
府和媒体关注。

新人们抵达首日的欢迎晚会上，
普 吉 府 副 省 长 Mr. Prakob
Wongmaneerung和泰国国家旅游
局东亚司司长兰娟汤璐女士出席，现
场为新人送上了祝福。

去 年 10 月 ，“ 红 花 郎·幸 福
2017””第一批百对新人抵达普吉，曾
受到Mr. Prakob Wongmaneerung的热
情欢迎，这一次，他再度出席欢迎晚
宴，并现场做起“导游”，介绍起普吉
的必游景点。“很荣幸大家选择普吉
岛作为目的地，祝福大家幸福长久。”

“近年来，来泰国度蜜月的中国
新婚夫妻越来越多，我们也将适时提
供更加符合新人的旅游项目，让新人
们在泰国留下更多美好浪漫的回
忆。”兰娟汤璐女士在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红花郎·幸福2017为爱启航

百对恋人开启普吉浪漫爱情之旅

走过鲜花拱门 面朝大海告白

1 月 13 日，泰国普吉布吉
塔餐厅，当地15家媒体聚集于
此，有大事要发生？

这里，是“红花郎·幸福
2017”包机游普吉的活动现场，
当日，被幸运抽中的百对幸运
新人，乘坐包机抵达普吉，开启
为期6天的浪漫爱情之旅。

逃离寒冷，拥抱阳光，在成
都一年中最冷的日子里，百对
恋人却在普吉的洁白沙滩上，
开启“爱情模式”，收集专属他
们自己的时光切片。除了活动
组委会为他们定制的浪漫惊
喜 ，泰 国 普 吉 府 副 省 长 Mr.
Prakob Wongmaneerung 和 泰
国国家旅游局东亚司司长兰娟
汤璐女士也到现场为他们送上
了祝福。

而在洋溢着幸福笑容的百
对新人中，还出现了一个有点
熟悉的面孔……

《第一百个夜晚》是贾浅浅首部个
人自选诗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年1月出版。该诗集从贾浅浅多年来
创作的优秀诗歌中精选了130余篇，
其中包括在《诗刊》《作家》《钟山》《星
星》等刊物发表过的多篇诗作，如《朱
鹮》《心迹》《随想》《时间煮雨》等。

首发式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文学评论家张清华，著名诗评
家欧阳江河，著名诗人西川对贾浅浅
的诗做了精彩点评。张清华说，他早
前读过贾浅浅写的诗，也受邀为这部
诗集作序。“浅浅诗歌里面的诗意是自
然的绽放，来源于本身的素养、修为。
语言干净自然、朴素灵动，让人读了以
后觉得不着痕迹，又见得风领。”

诗人西川则选取了贾浅浅这部

诗集中的一些篇章赏析。“《城市》这
首诗特别有意思，浅浅对于世界的触
及开始变得丰富，一个人本来两只手
10个手指头，读她的诗感觉她可能有
20只手200个手指头。一个人能在
诗里表现出幽默感是不太容易的，而
她有这种本领。”

对于西川提到的贾浅浅写作的
可能性，及其诗作对当代诗歌的开拓
性，欧阳江河表示赞同，“浅浅的诗与
众不同，她的诗是万物有灵，又有地
方性、家乡化。浅浅的诗给了我们一
个新的范式，写诗浅浅读，浅一点、淡
一点、自然一点。”

对三位诗坛前辈的点评，贾浅浅
表示受到很大鼓励。她分享了自己
创作中的一些故事和对诗歌的认识。

女儿出道当诗人
贾平凹写长信勉励

她是西安一所大学的文学院副教授，也是一名诗人，曾获得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
奖诗歌奖，她的诗作也能在《十月》等纯文学杂志上看到。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图书订
货会上，她举办了自己的首部诗集《第一百个夜晚》首发式，著名诗人欧阳江河、西川
和诗歌评论家张清华一同出席并肯定她的诗歌。知名作家贾平凹未能到场，但却给
她写了一封长信。

她叫贾浅浅，贾平凹的女儿。

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落幕

川版好书亮点多
斩获4000万码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北京现场摄影报道

女儿出诗集，贾平凹却因有别事，
不能到场祝贺，但他2018年1月6日写
给女儿的一封长信则被公开。“浅浅是
我的女儿，从小就喜欢写诗，我只觉得
好玩可爱，但从不鼓动她将来要当作家
诗人。文坛上山高水远，风来雨去，人
活得太累，并且我极不爱听文二代之
说，这样的帽子很容易被戴上，既丑陋，
又恪得脑袋疼。在二三十年里，我仅呵
护她的上学、就业、结婚，指望着一切能
安康平顺，岁月静美。”

贾平凹信中透露，女儿写诗，他
也是较晚才知道，而且并不鼓励女儿
把诗作发表，“等到她的两个孩子终于
上小学了，家里没了零乱和嚣烦，有一
日她送我烟酒还有几首诗，我才知道她
其实还一直写诗，只是有的写在日历
上，有的写在手机上。唉，诗这东西象
种子一样，有土壤水分了就要拱土发
芽，生叶抽枝的。我读了那些诗，觉得
有意思，她说够不够发表水平，我说，就
是够发表水平也不要发表，诗可以善

人，不可以善家，安分过一般日子吧。”
女儿写诗有了成绩，贾平凹特别

“撇清”这是女儿的才华，跟他无关，“她
现在已经不小了，说起来有父女的名
分，实际上我是我，她是她，她早不崇拜
我，我也无法控制她，何况诗是她的，与
我毫不相关。她的诗在各种杂志上不
断地发表，偶尔我读到了，也让我惊讶，
她怎么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那些句
子是她这个年龄人的句子，是这个时代
的句子，我是远远撵不上了，侧生出几
多感叹的羡慕。”

贾平凹给许多人写过序，给许多新
书发布会站过位，但宝贝女儿出书却未
能到场，他也心存愧疚，“浅浅要做公开
的诗人了，又出版第一本诗集，我却因
别的外出，不能到现场祝贺，就写几句
话赠送她。我要说的是，既然一颗苗子
长出来了，就迎风见长，能长多高就多
高，不要太急于结穗，麦子只有半尺高
结穗，那穗就成了蝇头。做好你的人，
过好你的日子，然后你才是诗人。”

首部诗集出版诗坛前辈称赞

做好人过好日子然后才是诗人

后 生 可 畏

父 亲 叮 嘱

女 儿 心 声

出生于1979年的贾浅浅，是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省青
年文学协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学研
究，闲暇之余诗歌创作，作品散见于《诗
刊》《作家》《钟山》《星星》等。

父亲是大作家，读者自然会好奇，
贾平凹对女儿有怎样的文学创作辅导
和点拨？贾浅浅透露，最开始进行诗歌
创作的时候，第一个读者就是父亲。“去
年下半年，等孩子都睡了，我一个人坐
在客厅，就想写点什么。那时候感觉四
周墙壁朝我围来，就感觉长出青草，一
首接一首写。当时我迫不及待地发给
爸爸，爸爸很快回复了他的感受。以后
不管多晚，爸爸都会回复。后来因为诗
歌理论主张蜕变有些不一样，爸爸就介
绍了张清华老师，以后就和张清华老师
交流比较多。我总觉得爸爸的鼓励更
多来自于父亲对女儿鼓励，并不是站在
诗歌的立场看待，我对他的赞赏、赞许
是持有怀疑心态的。”

诗歌创作时
爸爸是第一个读者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杰）《红船》
《变革》《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民
歌采风录》《中国彝族传统服饰图典》
《冠军之心》等最新川版好书成为亮点
好书，吸引了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的出
版界同行和京城读者的关注。

1月13日下午，为期三天的2018北
京图书订货会落下帷幕。四川出版展团
举行了十余场主题活动，亮点频出。主
题出版物、少儿读物、名家名作等多个领
域川版好书被给予重点展示和推荐，影
响甚广。据了解，四川出版展团在此次
订货会期间与国内外出版发行机构达成
订货码洋 4000 万，同比增长超过
110%，展现了出版川军的深厚实力。

三星堆名满天下，与三星堆有关
的文化系列小说，备受关注。由新华
文轩旗下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金
色面具·拱门》是一部由“外国人写中
国故事”的国际化小说，由北美著名小
说家John·Wilson先生执笔，根据著
名电影人姚晓明先生的同名中英文故
事大纲编写。在翻译人陈玉新、中文
改编人骆平的联袂协作下，讲述了一
个贯通中西文化、融汇古蜀文明，又妙
趣横生的冒险故事。

《金色面具》系列小说是按照“中
国故事、国际表达、全球市场”的思路，
基于“金色面具”核心IP所创作出的重
要文学作品。该项目围绕构建动画电
影、图书、游戏、音乐、玩具、主题活动
和衍生文创产品体系，打造了三星堆
文化生态圈的特色文化创意产业项
目。《金色面具·拱门》将提升古蜀文
明、巴蜀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知
名度，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三星堆。

在四川展台，此次还迎来了以心
理学结合文学创作著称的毕淑敏，携
手著名翻译家朱虹打造的中英双语新
书《温暖的荆棘》。这是毕淑敏联手朱
虹为当下年轻人全新定制的心灵处
方，以真实的心理咨询案例为素材，运
用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经典的心理学
故事。毕淑敏以细腻温柔而不失力度
的笔触，讲述人生的孤独与困惑，痛楚
与撕裂、沉沦与挣扎、无边的阴郁与微
弱的光明……帮助读者积攒积极的能
量，温暖心底的冰冷。

2018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四川美
术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羌族影像志
——从叠溪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展
现了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者庄学本在
1933年叠溪大地震后的羌区纪实摄影
作品，以及专注于民族摄影的摄影师
徐献于2007年至2017年拍摄的羌区
人文影像记录，以此直观地反映在时
空穿梭的80余年间，羌族主要聚居地
在历经两次大地震后的沧桑变化以及
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四川出版展区还进行了版权签约
仪式。天地出版社和和优扬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现场举行了原创动画
《豆小鸭》中文图书全版权授权签约仪
式，《豆小鸭》中文图书全版权花落新
华文轩出版旗下的天地出版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普吉摄影报道

见证百对恋人甜蜜瞬间
封面直播75万网友围观

对于本次普吉之旅，郎酒集团相
关负责人刘超在致辞中表示，“红花
郎，自诞生以来，见证了无数新人的幸
福时刻，我们也愿将这份幸福，分享给
更多的人。”本次欢迎晚宴，封面新闻
全程直播，51万网友通过封面直播
APP见证了百对新人的甜蜜瞬间，
华西都市报官网微博在线观看人数
达到10.2万，还有14万网友通过
网易、头条、新浪观看。百对新人
在普吉岛向全网 75 万网友撒了

2018年第一波糖。

泰国普吉府副省长向新人们表示欢迎。

在沙滩上，男士单膝跪地，为最爱的人送上一束玫瑰花。

贾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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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月亮的两个面
闪闪发光，像一把弯刀
我听到心脏在嘶嘶作响
缠绕着你的四肢，也有碎片
在落下。那甜蜜的刀刃
穿过我们，但只是把我的影子
剥了出去，交给了夜晚的云朵
唯一遗憾：我依然
活着。并且在爱得死去活来时
也没有死过

贾
浅
浅
诗
作

像鱼鹰的翅膀掠过水面
那些吻，给了我春天的容颜
而我像一棵皂角树伸向天空
上面挂满了
风中摇晃的群鱼

那些吻

月亮

“做好你的人，然后你才是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