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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诺一和沈杰德都是成都纺织
高等专科学校建筑系大三的学生。
他们均来自老挝，到成都之后相识，
并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这一次，
他俩以组合的形式参赛，在舞台上
演唱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中文歌《朋
友》。两人的朋友翁沙万则负责吉
他伴奏。“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
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
情，一杯酒……”当熟悉的旋律响
起，不少观众在台下跟着轻轻哼唱，
现场气氛温馨感人。

三人配合默契，表现不俗，不
仅打动了观众，也赢得了评委的青
睐，最终获得了纺专、西华赛区的一
等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都
表示非常惊喜，“没有想到会得奖，
很开心。半决赛有想要唱的歌曲，
现在不能告诉大家，先卖个关子。”

谈及选择参赛歌曲的理由，林
诺一解释道：“俗话说，‘出门在外
靠朋友’，我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成
都，来到四川，遇到什么困难一般
都是找朋友帮忙，所以，朋友在我
们的生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选
择《朋友》来参赛，也是想献给那些
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中国朋友。”

林诺一还告诉记者：“我本身很
爱唱歌，一唱歌心情就会变好。在
老挝，中国流行歌曲非常火，像《朋
友》《成都》《童话》这些歌我们基本
上都会唱。”

值得一提的是，林诺一的搭档
沈杰德不仅报名参加了纺专、西华
赛区的唱歌比赛，还担任了该赛区
的主持人一角。在主持的时候，他
说着一口字正腔圆的中文，表现堪
称惊艳。

两位老挝小伙都很喜欢成都这
座城市，都江堰、春熙路、杜甫草堂
等地是他们经常去逛的地方。在采
访时，林诺一和沈杰德都止不住地
夸赞成都人非常热情，“即使我们的
汉语不怎么好，他们总是想办法来
耐心地教我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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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5时）
AQI指数 75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广安、达州、巴中
良：乐山、攀枝花、泸州、内江、眉山、遂
宁、南充、自贡、宜宾、广元、资阳、德阳、
绵阳、雅安

1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6—136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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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痛就好？
痛风小心肾脏出问题
日前，痛风发病率逐年上升，风湿界倡

议每年的4月20日为“全民关注痛风日”，
并提醒：不论男女，在正常嘌呤饮食条件
下，非同日两次血尿酸水平大于420umol/
L为高尿酸血症。

痛风，是脚的大拇指等关节突然肿胀、
剧烈疼痛的疾病，一旦发作要承受难以忍
受的痛苦，一般痛风发作2~3天后慢慢减
轻。成都风湿医院痛风科主任陈建春指
出，好美食和贪吃是引起痛风的两大原因，
尤其高热量食物、动物性食品和酒中都含
有大量的嘌呤，如果摄入过多，抑制尿酸排
泄，体内尿酸增加。痛风如果不接受诊断
和防治，会再次发作。如果疏忽治疗，就可
能发展到肾功能不全、痛风石形成以及尿
毒症等。痛风作为风湿免疫性疾病中的生
活习惯病，如果能遵循医嘱进行有效的预
防和治疗，就有可能控制下一次发作。专
家提醒：不痛就好，忽视高尿酸远期并发
症；过分关注药物副作用，拒绝用药；强调
饮食运动降尿酸治疗，拒绝和忽视药物降
尿酸治疗；使用抗生素治疗痛风；急性痛风
发作时服用降尿酸药物；尿酸降至正常就
停药；人为切开痛风石等均是痛风治疗的
误区。

为提高人们对痛风及高尿酸血症的认
识，规范痛风患者的自我管理和治疗，4月
20日-21日，将开展全民关注痛风日现场
体验活动。活动两天内，提前预约的病友
可享尿酸免费检测和痛风普查99元公益套
餐义诊福利，免费领取《2017四川痛风及高
尿酸血症临床诊疗指南》，现场听取痛风专
家讲座《痛风及高尿酸血症诊疗》，详情咨
询028-96111。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43期开
奖结果：0750139，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
500万元；二等奖10注，每注奖金32854
元；三等奖112注，每注奖金1800元。
（1870.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00期
开奖结果：830 直选：3274（120）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
346元；组选6：6731（557）注，每注奖金
173元。（600.9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00期开
奖结果：83059 一等奖：44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39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华侨城杯·我爱中国 我爱四川·外国人唱中国歌曲大赛第三场海选结束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
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
生情，一杯酒……”4月17日

下午，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华侨城杯·
我爱中国 我爱四川·外国人唱中国歌
曲大赛”在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举
行了一场海选，来自西华大学和成都
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的19组选手尽情高
歌。最终，来自老挝的组合林诺一和
沈杰德凭借这首《朋友》获得一等奖。

萌系“李治廷”
引发观众尖叫

在上一次的海选中，4名来自尼
泊尔的留学生组团参赛，当时4人来
中国的时间不算长，因此中文程度并
不算太高，演唱时他们甚至没有伴
奏，全部是现场清唱。那个时候，已
经能够看出4人的不俗实力，而经过
了4个多月的学习，他们的中文程度
都好了很多。这次，他们又来参赛
了，但选择的是单飞。

来自尼泊尔的Manij Maharjan已
经是第二次参加海选了，这个中文名
李守之、眉眼与李治廷有点相像的大
男孩告诉记者：“最近几个月我一直
在努力学习中文。听说这个比赛到
我们学校进行海选，感觉自己又多了
一次机会。”而他的老乡 Basunta
Pun还开玩笑说：“再给我4个月时
间，我的中文肯定能说得很流利了。”

上次海选，Manij Maharjan选

择了以李白《静夜思》改编的歌曲，这
一次他选择了一首风格完全不同的
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举手投足
可爱的样子，引发了观众的尖叫。

演唱不计成绩
小姐姐依然开心

来自老挝的苏哈莎演唱《小确
幸》时，因为太紧张，前半首歌几乎
一句都没唱出来。小姐姐紧张得眼
泪都快掉下来了，下台之后非常伤
心。她的中国朋友纷纷安慰她，并
且找到了主办方的负责人，希望能
够再给苏哈莎一次机会。

“我只是想要唱歌给我的朋友
们听，今天有这么多人来为我加油，
我很感动，希望能够以自己的歌声
来回报她们。”在其他歌手全部唱完
之后，苏哈莎重返舞台，与自己的中
国朋友一同完成了歌曲。虽然她的
第二次演唱并不能计成绩，但苏哈
莎仍旧很开心。只要唱歌有进步，

苏哈莎就获得了最有意义的肯定。
本次海选的前6名选手获得了

进军半决赛的入场券。他们将会直
接进入在安仁小镇举行的半决赛。
而其他的选手仍有机会与其他赛区
待定的选手一决高下，争夺进入半
决赛的入场卷。

安仁华侨城全力打造的崭新安
仁，在蝶变为世界文博小镇、国际文
化交流中心、新型城镇化示范区的同
时，以音乐产业为优势特色，为人们
打造一个聆听时光之音、乐享旋律之
趣、实现音乐之梦的崭新音乐小镇，
树立起“音乐+旅游”示范区的飞扬旗
帜。在这里，首届成都儿童音乐节复
活赛、首届成都儿童音乐节安仁华侨
城音乐小镇专场半决赛唱响儿童天
籁之音；《我是川军》大型音乐剧重现
抗战岁月；蓉城之秋·安仁国际艺术
音乐节掀起一场国际原创艺术音乐
流行风尚……安仁用音乐旋律奏响
文博文创大发展的新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举重拳
全市查处环境违法案件604件

检查企业2770余家，出动执法人
员10940余人次。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604件，处罚金额1962.48万元。其
中，按日计罚6件，查封、扣押9件，行
政拘留16件、停产限产3件，刑事犯
罪3件。——这是今年一季度，成都
查处环境违法案件的“成绩单”，而与
之相对的，是全市环境信访投诉的下
降，今年前三个月，全市受理环境信访
投诉1540件，同比下降了36%。值得
注意的是，雾霾天气投诉量明显减少，
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另一方面，今年一季度，成都全市
公安机关共立环境污染刑事案件19
件，其中环保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案件
线索8件，公安机关主动发现11件。
成都市公安局环侦支队副支队长徐杰
告诉记者，自2017年7月成都市公安

局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成立以来，针对
全市大气、水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进
行了一系列针对性打击，先后侦破了
数起涉大气、涉水的重特大案件。

“例如，成都警方近期成功摧毁两
个非法经营劣质柴油犯罪团伙，刑拘
11人，查扣油罐车5辆、移动加油车3
辆，加油设备3台，劣质柴油约70吨，
涉案金额100余万元。”徐杰透露，这
一案件的侦破，彻底铲除了两个盘踞
在成都市新都区的非法经营黑窝点，
及时消除了因使用不合格柴油造成的
大气污染隐患，有效维护成品油市场
经营秩序。

下大力
打响“环境执法攻坚百日会战”

针对当前环境违法行为多发频发
现状，成都从即日起将全面开展全市
环境执法攻坚“百日会战”行动。

“百日会战”期间，除了强化环境
监管执法“双随机”抽查、开展环保执
法“风暴”专项行动、加大环境信访案
件调处力度外，还将加强行政刑事执
法联动，通过加强与公安、检察院和法
院的执法沟通协作，严厉打击通过暗
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
测数据，以及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
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的环境违法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执法系统将
在会战中全覆盖应用，充分发挥“科技
执法”环境监管优势，通过移动执法系
统全面开展行政处罚、“双随机”抽查、
专项行动、信访投诉办理、自动监控报
警处置等执法工作，对各区（市）县应
用系统的规范性、准确性进行全面考
核，通过移动执法系统促进环境执法
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执法转
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一季度 成都收获47个优良天
环境执法攻坚“百日会战”即日启动

4月17日，成都第一季度环
保“成绩单”出炉。数据显示，一
季度成都收获47个优良天，主要
污染物 PM10、PM2.5 分别下降
14.8%、13.5%。同时，岷、沱江水
系成都段地表水水质总体良好，
饮用水水源地洞子口、郫都区三
道堰和郫都区唐昌水质达标率
为100%。

环境还能更好。记者从成
都市环境执法攻坚“百日会战”
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对当
前环境违法行为多发频发现状，
成都环保执法系统从即日起将
全面开展全市环境执法攻坚“百
日会战”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环
境违法犯罪活动。

老挝组合凭《朋友》夺得一等奖
“友谊”是世上最美的歌声

评委认真聆听选手演唱。

歌唱家王思民是纺专、西华赛
区的评委。比赛结束后，他在接受
采访时坦言，一号老挝选手汪烨演
唱的《异乡人》，令他的印象尤为深
刻。“虽然就唱歌的专业技巧来说，
他不是最好的，但是他将刚来到中
国时那种迷茫、陌生感很好地诠释
表达了出来。”

在他看来，这次举办的“外国人
唱中国歌曲大赛”意义非凡。“比赛
不单单是中国歌曲的比拼，更重要
的是能够传播中国的文化，将中国
的文化带到国外去。”

四川省文化馆舞台艺术部副主
任、副研究馆员吴晓均对唱电视剧
《芈月传》主题曲《满月》的达星星赞
不绝口：“她在演唱的过程中运用了
假声等技巧，唱得特别走心！”他还
说，“通过唱歌的方式传播中国的文
化，非常棒，也十分有意义。”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宣
传部部长赵修翠希望今后能够多在
学校举办一些类似的比赛，“外国人
到中国来，我们要向他们介绍中国
的文化，让中国歌曲在他们当中传
唱起来。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它独
特的、熠熠生辉的一面。希望今后
能够多举办一些类似的活动，让文
明交相辉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荷
摄影 陈羽啸

一等奖
林诺一 老挝
沈杰德 老挝

二等奖
侬兴国 老挝 《成都》
达星星 老挝 《满月》

三等奖
塞南鸿 老挝 《我们不一样》
塞玛尼 老挝 《十年》
Basunta Pun 尼泊尔《静夜思》

优秀奖
汪烨 老挝 《异乡人》
金笯莎 老挝 《再见》
帕玛尼 老挝 《刚好遇见你》
Manij Maharjan 尼泊尔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以老歌诠释友情
默契演唱《朋友》感动全场

选歌
内幕

评委
盛赞

“外国人唱中国歌曲大赛”
弘扬、传播中国文化

《朋友》

第三场海选获奖名单

▶

▶

来自老挝的组合林诺一和沈杰德凭借《朋友》获得一等奖。

尼泊尔的Manij Maharjan 演
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观众座无虚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