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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益冠军跨界尽全力

据现场围观群众剧透，已录制完毕
的前两期节目邀请了两对冠军夫妻。第
一站在上海，新婚燕尔的短道速滑名将
韩天宇和刘秋宏热力助阵。第二站在南
昌，跳水伉俪何姿与秦凯携手秀技。

根据节目设置，每期参与的世界
冠军将各自率队带领几位运动达人完
成节目组设置的挑战游戏，最终获胜
的一组，将由他们选出由中国体育彩
票捐赠的公益项目，共同助力全民健
身。为了荣誉，更为了公益，冠军夫妻
在节目中成为对手，在pk过程中虽然
不经意间偶尔“虐狗”，但面对输赢，大
家都拼尽全力。

够欢乐趣味游戏接地气

“助力全民健身，倡导科学健身，学
会趣味健身”是《球球你，动出彩》节目的
初衷之一。世界冠军健康向上的形象和
他们对于运动项目的专注使其成为“健
康”的代言人。不过在《球球你，动出彩》
节目中，大家的“健身”方式除了“流汗”，
还有更高的要求——“有趣”。

一群阳光活泼的年轻人相聚在

《球球你，动出彩》的“竞技台”和世界
冠军携手，拼体能、拼技术、拼谋略，笑
料满满，擦出了不少火花。三伏天，炎
热的不只是天气，还有《球球你，动出
彩》参与选手的热情。

重参与下站机会等你来

在《球球你，动出彩》全民健身达
人秀节目中，光环不只属于世界冠军，
每期8位素人嘉宾也是这个舞台上的
主角。前两期节目中，素人嘉宾有在
校大学生、时尚主播、专业化妆师、武
术达人……虽然他们临时组队参与节
目，大多数人是首次上镜，但表现出的
运动激情让导演组感到意外，直呼“惊
喜”。悄悄说一句，如果此时坐在电脑
前或者是攥着手机的你，突然有想和
世界冠军竞技的念头、或者是想见一
见自己的偶像，不妨搜一搜《球球你，
动出彩》接下来的录制消息，或许你也
会被节目组的摄像机瞄准，和其他小
伙伴们一起“动出彩”！

乐健身公益体彩在行动

今年8月8日是全国第10个“全

民健身日”，在“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动
下，大众健身蔚然成风。作为“全民健
身计划”实施的有力支持者，中国体育
彩票筹集的体彩公益金在体育场馆建
设、全民健身路径设施建造、体育公园
建设、健身广场更新完善、全民健身活
动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体育基
层活动组织建设等多方面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为群众提供了免费、方
便、实用的健身活动器材和场所。

近年来，随着体彩公益金项目来
到百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到
体育彩票的公益属性，尤其是购彩者
对体彩的认知进一步加深，大家也逐
渐树立起快乐投注、理性购彩的理
念。从事体彩销售工作的代销者们谈
起公益体彩，更是有一种主人翁的自
豪感。这次体育彩票发起的大型全民
健身达人秀节目《球球你，动出彩》，为
喜爱健身、喜爱运动的伙伴们提供了
展示自己的机会，将公益、健康、欢乐
巧妙融合，传播公益体彩文化，希望更
多人了解公益体彩，发现身边的体彩
公益，和体彩一起动起来，动出属于自
己的色彩，拥抱更加健康美好的新生
活。 丰佳佳

新时代与冠军一起为公益动出彩
——公益体彩打造健身达人秀闪亮登场

短道速滑世界冠军挑战高难度足球射门，跳水世界冠军领衔花式拳击比赛……世界冠军跨界比赛足够吸引眼球，而更
令人期待的是，热爱运动的健身达人们想与体坛大腕们同场竞技的愿望可以实现了！由中国体育彩票发起的全民健身达
人秀《球球你，动出彩》,即将于8月8日在芒果TV上线，每期超人气体坛明星重磅加盟，与千挑万选脱颖而出的运动达人们
组队出战，争夺公益大奖，助力全民健身。

《球球你，动出彩》上海站录制现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8月1
日上午10时，忙完家务，彭州市磁峰
镇鹿坪村的张嬢顺手打开电视：“我
来看看这个月村上老龄补贴发了没
有？”“阳光三务”电视公开平台界面
随即映入眼帘，轻轻一按键，本月村
上老龄补贴发放表条目清晰可见。

据悉，彭州市纪委监委在全市
范围内全面打造和推行“阳光三务”
电视公开平台。通过平台，群众不
仅可以随时动态查看所在村（社区）

每月按时公开的所有村级财务收
支、党的建设和村级事务等情况，还
可以知晓本地廉政文化建设及家风
家训等内容；同时，电视互动公开平
台主界面还“24小时”滚动播放“电
话+邮箱+微信”的举报方式，以此
丰富拓展群众监督举报的渠道。

在推行电视互动公开平台为主
体的基础上，各村（社区）还大力研发
手机APP和微信“掌上监督”平台，
实现多载体信息交互与内容分享，

方便、快捷、同步地推送政务公开、三
务公开、医保社保信息、便民信息、公
共文化等信息，切实做到让群众真
参与、真监督，真正实现让监督无处
不在，让行权阳光透明。

截至目前，彭州20个镇（街）已经
全面铺开“阳光三务”工程，一改以往
张贴上墙、橱窗公布等形式，充分利用
电视平台、手机APP、微信客户端等多
种新型媒体渠道，极大提高了村务、党
务、财务公开的便捷性和时效性。

暑期，儿童溺水身亡的惨痛事件
时有发生。7月30日，攀枝花市米易
县湾丘乡麻窝村发生5名儿童落水溺
亡事件，当地警方7月31日通报称，
系5名儿童相约到该村水塘玩耍时不
幸溺水身亡。事故令人痛心！在此，
省安全监管局（四川煤监局）提醒市
民：夏季是儿童溺水事故高发期，一
定要加强防溺水教育。

这些误区请注意
误区1：溺水后都会大声呼喊

溺水总是悄然发生的！溺水者

往往想呼喊却发不出声音，特别是
孩子。有的孩子在泳池中溺水，看
起来却像是“趴”或“站”在水中发
愣。而此时，孩子可能已经意识模
糊，应尽快将孩子抱上岸救治。

误区2：会游泳就不会溺水

很多人认为只要会游泳，在水
里就很安全，不会发生危险，从而放
松了警惕。

其实从近年来发生的溺水事故
看，多数孩子都会游泳，但他们往往
忽略了这些状况：水下的世界很危
险，特别是水库、池塘、河流等野外水
域。在这些地方游泳，水草可能缠
住你的脚、碎石可能划破你的脚、淤
泥可能陷住你的脚，让你无法施展
游泳技术，进而发生意外。

误区3：结成“人链”救溺水者

看到亲人或同伴突然溺水，在
情感上、道义上，我们的第一反应可
能都是自己去拉一把或拽一下，但
这一拉往往是徒劳的，甚至还可能
让自己溺水！

救人的方式有千万种，但这种
手拉手救人的方式死亡率是最高
的。因为结成“人链”后，一旦有人
因体力不支而打破“平衡”，就会让
多人落水，导致群死事件。

特别提醒：暑期，家长对孩子的
监管最重要，平时要多关注孩子去
向，多告诫，多提防，切莫让悲剧再
次发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罗田怡

“人链”搭救溺水者 这种方式不可取

省教育厅要求：
立即排查有组织的
学生校外集体活动

7月31日早上，省教育厅接到西南石
油大学4名师生不幸遇难的电话报告后
高度重视，立即指派相关处室工作人员到
西南石油大学实地了解情况，指导学校积
极做好善后处置、学生家长安抚工作。

7月31日晚，省教育厅第一时间学习贯
彻省领导对“7·30事故”的重要批示精神并
传达到学校，要求学校按照批示精神抓好贯
彻落实。同时，制定下发“教育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暑期学生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全省
暑期学生集体活动等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
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立即对有组织的学生校
外集体活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及时了解掌
握当地气象、水利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
对在安全因素发生动态变化区域内组织的
活动，该取消的取消，该暂停的暂停，该撤离
的坚决撤离，确保暑期师生集体活动安全。

彭州纪委打造“阳光三务”

“为勘探行遍山河大地，为科研历经万苦千辛，为真知献出怒放生命”

事发地气候如何？

南疆塔里木盆地四周
暴雨说来就来防不胜防

8月1日上午，西南石油大学官
方微博头像变成了黑白色。下午6
点15分，微博转发了5位师生在新
疆进行野外地质考察的工作场景，
并配发文字：“为勘探行遍山河大
地，为科研历经万苦千辛，为真知献
出怒放生命，为上下求索无问西
东。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向
伟大的科研工作者致敬！”

“事发后，我觉得特别心痛，研
究地质的一群人反在自然灾害中遇
难了。”面对学校师生的遭遇，西南
石油大学地科院大三李姓学生觉得
十分惋惜，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继续
报考同专业研究生的决心。

“野外地质考察根据专业不同外
出频率不一。不过出发前，学校都会
组织学生进行救援应急培训。但野
外地质情况复杂，天气多变，偶然因
素很多。”李同学告诉记者，5名师生
所在的地区植被覆盖少，天气“两极
分化”大，一旦下大雨，很容易引发泥
石流，“我的朋友圈里多名自称与遇
难师生熟悉的人，都说他们可能是突
遇暴雨，在撤回途中遇难的。”

目前事发经过还在调查当中，事
发时当地的气候地质条件成为网友关
注的焦点。在西南石油大学贴吧中，
一位网友称：“南疆塔里木盆地四周，
坡陡山峻裸露碎岩散砾，在融雪与偶
雨的夏季，傍晚时分，形成的泥石流突
至山前，摧枯拉朽，咆哮而去。有人
说，为什么不等天气好时再上山？这
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时看似好好的
蓝天白云，时常风云突变，狂风大作，
暴雨倾盆，令人防不胜防！”

幸存者情况怎样？

幸存者在新疆治疗
出事前在QQ晒照配文“加油”

记者联系到该校同在新疆考察

的另一组学生，一位研究生告诉记
者，事发当时他在新疆另一地区考
察，在返回途中也遇到暴雨。他向
记者透露，幸存学生胡某目前正在
新疆的医院观察治疗，身体情况比
较稳定。

随后，记者通过微信辗转联系
到幸存者胡某的一位好友——来自
地科院资源勘查专业的张同学。“当
时我正在攀枝花野外考察，听带队
老师接电话才知道出了事。得知情
况后，30日晚上我们就连夜赶回了
成都。”张同学在回成都的路上也一
直关心事件的最新进展，“但到现在
我都不敢联系他，怕在他伤口上撒
盐。”

据她介绍，胡某是西南石油大
学俄语专业与资源勘察专业的双学
位本科生，毕业后继续攻读资源勘
察专业硕士。研究生期间，他一直
跟着李世琴老师研究构造地质学。

“他平时一直都很乐观，热爱生活，
也很有上进心，学习成绩在班上也
一直靠前。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发
生的这一切，太突然了。”

记者发现，胡某7月28日还在
QQ空间晒了合照，5个人大笑着举
起手中的干粮，身后一片沟壑纵
横。在照片上方，胡某斗志满满地
写道：“继续走，加油”。

带队老师有没有经验？

系学校副教授
多次带领学生野外实习

8月1日12点27分，西南石油
大学官方微博发出“致敬为地质科
学事业献身的李世琴老师”博文，公
开了新疆野外地质考察遇难老师的
身份。据悉，这位遇难的女老师是
38岁的李世琴，浙江大学构造地质
学专业博士，是学校地球科学与技
术学院副教授。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一位研究
生称自己实习期间是李世琴的学
生。“李老师人特别好，可以说像姐
姐那种。我攻读博士之后，便和李

老师不同团队，平时看到我，她都会
很热情细致地了解我最近怎么样，
文章写得如何。”

一位李姓学生说，李世琴虽不
是其授课教师，但上学期他的同班
同学们经常去旁听她的课，“她普通
话标准，下课后也会耐心为我们解
答问题。”

“李老师教了我一学期，是一名
非常敬业的老师。”张同学说，“李老
师上课说话速度比较快。我们平时
在QQ上问她学习相关的问题，她
一般都会秒回，是一个非常敬业的
老师。”

除了教学，李老师的认真负责
还体现在了科研上。据西南石油大
学官微消息称，李世琴老师自2010
年以来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及省部
级科研项目10余项，在国际刊物和
国内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
篇。除了日常的课堂教学工作外，
她还常年放弃寒暑假，坚持奋战在
野外实习教学一线。今年7月10
日刚结束校内教学，她就带领本科
生到峨眉山开展为期两周的野外地
质实习教学。7月25日，她又带领
4名研究生到新疆阿克苏温宿县进
行野外地质考察，开展科学研究。

“我们学地质又苦又累，女生本
来就少，能有她这样潜心搞学术的
地质女教授真的不多。”一位张姓同
学介绍，野外实习是构造地质学的
必修课之一，每年寒暑假都有学生
到野外实习，李老师几乎都会带队
前往。

“她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平时
工作很忙，大部分时间都在搞学术，
陪孩子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据学
校老师介绍，带领本科生到峨眉山
开展为期两周的实习过程中，李世
琴一直带着自己的孩子。

在地科院办公楼，学院老师称，
遇难师生均为该校不可多得的优秀
人才，面对此次事故，学校深感悲
痛。校党委宣传部在学校官博情况
通报中称，后续有新的消息，将及时
对外发布。

把生命永远留在阿克苏
1名老师3名研究生
西南石油大学5位师生赴新疆野外考察突遇泥石流

7 月 30 日，西南石油
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简称“地科院”）5 名师
生，在新疆阿克苏温宿县
开展野外地质考察途中，
突遇泥石流，带队老师李
世琴及3名研究生不幸遇
难。目前，4 名遇难师生
遗体已全部找到，幸存者
胡某生命体征平稳。

8 月 1 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赶赴西
南石油大学。该校地科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遇难师
生均为该校不可多得的优
秀人才，面对此次事故，学
校深感悲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晓蓓刘皓洋
见习记者周丽梅

“为祖国加油，为民族打气。你们永远是石大人。”
“我们来讲大地的故事，最终也会到宇宙中去。”在

西南石油大学官方微博，不少师生在评论时都重复着
这句地质人常说的话。“愿你们都能化作满天星，在我
抬头望时，就能看见你们。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
你们做到了，我也会的。”网友“沫沫莫870”评论道。

网友“吴邪我在这里等你说”：“她是一个很好的
女孩子，阳光可爱，上课超级认真，每次我这个学渣在
楼道都能看到她这个学霸比我还用功，花了那么多时
间努力才考上研究生 。”

网友“雨燕仙姿5小7”：李老师给我们带过课，人
非常好，热情、朴素，好心痛。

在西南石油大学贴吧里，网友们纷纷表达惊悉噩
耗后的痛惜和哀思。在“西柚”（西南石油大学校友）
天地同悲的时刻，大家屡屡提及“为祖国加油，为民族
争气”的石大精神，师生留言，句句锥心。

“愿你们都能化作满天星，
在我抬头望时，就能看见你们”

网友反响

5位师生在新疆野外考察合影。
野外考察是一项艰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