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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欣闻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需采
购用于卷筒新闻纸装卸作业的柴油抱夹叉
车壹台，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报名时间：2019年1月2日-1月4日
（9:00-17:00）。

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17楼A区。

联系人：曾女士028-86968014

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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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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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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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57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西昌、攀枝花、雅安、
遂宁、巴中、绵阳
良：广元、内江、宜宾、乐山、眉山、自
贡、德阳、资阳、广安、泸州、南充、达州

2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9-69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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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28日开奖结果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引得进 放开视野聚人才

据了解，达州市着眼于集聚乡村振
兴的各类人才，面向全国招才引智，集
聚了一批高层次、充实基层教育卫生和
回引返乡人才。近年来，达州大力实施

“英才计划”，深化“千名硕博进达州”行
动，面向海内外高校引进具有农业专业
知识的硕博人才236名。围绕农业产
业化发展，加强与高等院校合作，柔性
引进院士专家58名，推进乡村振兴产
业升级。

同时，加大基层教育人才空编补员
力度，今年引进了基层教师1635名。
加大医疗卫生人才引进力度，引进基层

医疗卫生人才1450名。另外，组织开
展“达商大会”“返乡人才座谈会”等活
动，引导鼓励在外优秀人才回乡创业。
目前，已回引返乡优秀人才400余名。

培养好 因人施教育人才
“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这

是达州市着眼于乡村人才素质提能的原
则，并依托高等院校集中育才，依托人才
站点精准育才，依托农民夜校就地育
才。据了解，达州市依托本地高校，定
向培养1000名新时代大学生村干部，
专业提能培训1000名45周岁以下的村
党组织书记，定向提升1000名有发展
潜力的村组干部、村级后备干部。

同时，利用26个院士（专家）工作站、
13个巴渠人才工作站点、8个青年人才创
新创业基地，培训新型职业农民13412
名。并发挥农民夜校贴近农业、贴近农
民的优势，通过乡村人才现身说法、现
场讲解，针对性回答农民疑问，提高培
训实效，今年培训职业农民百万余人次。

用得上激发活力用人才
如何让人才下得去、有活力、能致

富？达州遴选22名优秀年轻干部下派
到乡镇挂任乡镇党政副职，从机关干
部、创业能人、退役军人中选拔党性强、
能力强的828名干部人才担任第一书
记。统筹选派300名城区中小学教师、

医师等人才到乡镇中小学、卫生院等单
位开展对口支援。加强农技员选派工
作，实现了贫困村农技员全覆盖。

同时，鼓励农业科技人员领办创办
经济实体、开展科技服务，有效激发了
农业科技人才干事创业激情。村集体、
业主大户、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创办领办
专业合作社226个，通过资金、土地、劳
动力入股等多种方式，带动群众人均增
收1061元，有效促进了群众脱贫致富。

留得住 优化环境留人才
人才，最终要能留得住，才能为地

方所有。达州为了留住人才，加强人文
关怀，注重政治关心，选树先进典型。

及时发放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完善风险
保障机制，分层分级开展谈心谈话活
动，实时掌握基层干部人才思想动态、
工作状态和实际困难。并加强政治引
领吸纳，注重从基层一线人才中推荐担
任“两代表一委员”。

另外，每年评选20名脱贫攻坚优
秀返乡人才，给予每人3万元奖励。常
态开展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技能大
赛等活动，大力选树了一批助力乡村振
兴的优秀人才。深入挖掘和广泛宣传
在乡村振兴中涌现出的优秀人才和典
型事迹，大力营造优秀人才扎根基层、
振兴乡村的良好社会氛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轩

引得进 培养好 用得上 留得住

达州市大力实施“巴渠英才决战脱贫攻坚”五大行动
乡村人才引不
进、用不好、留
不住，一直是

乡村人才方面存在的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今年来，达州市创新制
定《关于开展“巴渠英
才决战脱贫攻坚”五大
行动的通知》，大力实
施人才集聚、素质提
升、引领示范、激励关
爱和人才稳定“五大行
动”，让人才既要引得
进，又要培养好，更要
用得上，还要留得住。
目前，五大行动取得了
初步成效，引领带动全
市15.06万贫困人口顺
利通过脱贫初验。

2011年底，空军首次组织三代战机同型机空战
比武，全空军新战机部队均参加。层层角逐产生的
100多名尖子飞行员决战蓝天，争夺象征中国空军
新战机飞行员职业最高荣誉的“金头盔”。

对抗，在同型机间展开；战场，按机型分设在齐
鲁大地、塞外、江南；对手，战前抽签确定，实力未知；
比武，先是淘汰赛，然后循环赛。蒋佳冀过关斩将进
入循环赛一对一对抗环节后，遇到了飞行时间、阅历
都优于他的飞行员。一开始，对手先发现蒋佳冀，看
到自己有2000多米的高度差优势，对手向下急转想

“咬尾”攻击蒋佳冀。说时迟，那时快，蒋佳冀一个急
斜斤斗机动，迅速占据高度优势，并根据速度判断，
斜半滚急转机头截获对手。

这是真打实训的魅力，也是“空中杀手”生理和
心理接受的极限挑战。整个大战，蒋佳冀共打了3
场，取得单场42：0的优异成绩，成为当年10个夺得

“金头盔”的新战机飞行员中最年轻的一员。随后两
年，蒋佳冀相继再夺“金头盔”，成为空军首个三夺

“金头盔”奖的飞行员。
“军人的荣誉只有在战火中取得，只有经历过战

火检验的部队才能称作‘王牌’”。蒋佳冀从不避讳
对“赢”的渴望，“打仗就得争输赢”。他信奉“没有做
不到，只有想不到”，定下目标，则咬定不放，始终瞄
准实战创新战法训练，带领团队展开自由空战、实弹
打靶、常态化夜航等高难科目训练和战法研究……

为了紧跟部队“转变”节奏，蒋佳冀带领团队分
秒必争。短短8个月，数十名飞行员完成换装训练
任务。今年4月，他们驾新机完成了复杂电磁环境
下实弹打靶。9月，首次征战生命禁区，创造了该机
型的五项“首次”。年底，部队形成了作战能力。 2019年1月1日下午，大型原创亲

子互动儿童舞台剧《真假美猴王》将在广
安大剧院演出；

2019年1月1日晚，北京爱乐管弦
乐团将在四川歌舞大剧院举办《蓝色多
瑙河·世界经典名曲2019新年音乐会》；

2019年1月5日至6日晚，北京爆笑感
动话剧《夜色》将在成都初相遇剧场演出；

2019年1月5日至6日晚，成都锦城
艺术宫将上演圣彼得堡俄罗斯芭蕾舞剧
院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2019年1月8日晚，自贡四川轻化
工大学科学会堂将举办《白俄罗斯国家
歌舞团2019新年歌舞音乐会》；

2019年 1月11日至12日晚，开心
麻花民国爆笑舞台剧《爷们儿》将在成都
锦城艺术宫上演。

百名“改革先锋”最年轻代表、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蒋佳冀：

我可能生来是开战斗机的

志
在
蓝
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谢燃岸李媛莉

没有人预料到，
那个曾经在成都府
青路撒欢奔跑的调
皮少年，如今已成长
为中国空军的一名
王牌飞行员。

“‘80 后’旅长”
“首批‘金头盔’获得
者中年龄最小飞行
员”“首位三夺‘金头
盔’的飞行员”“尖刀
舞者”……诸多的荣
誉和头衔之后，如今
他又多了一个“百名

‘改革先锋’最年轻
代表”的标签。

12 月 18 日 ，北
京人民大会堂，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
会上，宣读了获得改
革先锋称号人员名
单。“百名改革先锋”
名单中，西部战区空
军航空兵某旅旅长
蒋 佳 冀 占 了“ 最 年
轻”一席。

生于1981年，四
川人蒋佳冀既代表
了最年轻的改革力
量，也代表了最蓬勃
的国防实力。

“国家给了这么
高的荣誉，把我和很
多从小景仰的前辈
们并在一起，其实心
里挺忐忑的。”12 月
27日，在家乡成都接
受媒体采访时，蒋佳
冀坦言：“这个荣誉
是对我们团队在实
战化创新战法中做
出努力的肯定，我只
是 其 中 一 名 实 践
者”。

百名改革先锋的公示材料，是这样
描述蒋佳冀的：他研究摸索了20多套
实在管用的战术战法。2011年参加空
军首次组织的对抗空战检验性考核，战
胜所有“一对一”对手，取得单场42∶0的
优异成绩，荣获空军首次颁发的象征中
国空军飞行员最高荣誉的“金头盔”奖，
之后再两夺“金头盔”奖，成为空军首个
三夺“金头盔”奖的飞行员。带领部队
出色完成东海防空识别区管控等重大
军事任务，创造三代机部队首次整建制
入藏驻训、首次实弹训练、首次进驻即
组织战斗升空等多个空军“第一”。荣
获空军“矢志打赢的模范飞行员”荣誉
称号。

这些文字勾勒出“尖刀王牌”的形
象，也还原网友心中“飞行天才”“空中
战神”的模样。出人意料，“战神”的养
成并非从小挟裹“飞行”的情结。“读书
时候的想法，是考个好大学，先想的是
清华北大。”和绝大部分成绩拔尖的学
生一样，蒋佳冀曾瞄准最好的学校，又

很实际地调整过志向，“后来又考虑，电
子科大或者西南财大。”

半路“杀”出的空军招飞，毫无预兆
地把蒋佳冀的人生方向盘拽向另一个
方向。高考那年，正纠结该选哪所地方
大学的他，偶然听说空军在招飞，“视力
特别好”的蒋佳冀好奇地想“去试试”，
结果顺利通过。

后来在填高考志愿时，用智能拼音
输入法打名字时，他惊奇地发现“蒋佳
冀（JJJ）”竟然和“歼击机（JJJ）”的开头
拼写一模一样。包括母亲在内，都相信
了这种完美契合，是一种注定。

“如果不是参加了招飞，我现在就跟
大部分同学一样，也许在某个公司或单
位，做着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吧。”蒋佳
冀无数次假设的人生，仿佛一眼能够望
见，另一种平行生活。但转瞬，他又很容
易在过往的成长中，发现与歼击机有缘
的蛛丝马迹，比如小时候对科幻小说着
迷，去公园最喜欢坐旋转小飞机，还有
优异的理科成绩和调皮好动的性子。

机缘巧合也好，误打误撞也罢，从军
之后，蒋佳冀无数次地从现实中体会到，

“我可能生来是开歼击机的，比较适合做
这个，整个飞行的成长路上没有遇到过
大的挫折或失败。”对飞行的准确拿捏与
精益求精，像是从骨子里迸发出的天性。

有战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在蒋佳
冀还是学员的时候，他当时的高教教练，是
一个很为学员考虑的带教。为了让蒋佳
冀更好地体会和操纵飞机，带教放手让蒋
佳冀尽情地去飞。飞行结束后，带教一下
飞机便对蒋佳冀说，“你等等，我先去吐一
吐。”在此之前，只听说过教练员把学员飞
吐的，还没听说过学员把教练员给飞吐了。

蒋佳冀确实是块当飞行员的“好料
子”。他性格开朗外向，儿时调皮捣蛋
的底子，促使他成为运动达人。各种球
类都擅长，还有理科成绩助攻，他善于
学习飞行的各种理论知识。蒋佳冀的
二代机教员、老副团长陈玉林曾这样总
结其成功秘诀：“悟性极高，内心敞亮。

遇到不懂的地方，从不藏着掖着，不怕
露丑，敢于发表个人看法”。

蒋佳冀付出了当好飞行员的必备努
力。刚进预校时，他的1500米体能考试
距优秀标准相差两分钟。为了赶超，他
把自己的训练定得更严，从不以任何理
由偷懒。到毕业考核时，他的这项成绩
比优秀标准只少了30秒；航空理论背起
来枯燥磨人，又是蒋佳冀的弱项，克服的
唯一方法是“付出更多”。别人休息时他
在背，每天晚上睡觉前还要背。

与生俱来与日常训练的双重作用
下，蒋佳冀身上的某些特质愈发明显，
比如强逼症。他说，“每次飞行，都是反
复确认、反复验证的过程，自然是要‘逼
’成强迫症的。”到了生活中，这种习惯
也戒不了，“锁家门后，哪怕已经下楼，
还是要倒回去检查一下。车门明明锁
了，走了很远还是忍不住要折回去再看
看”。自揭“短处”，蒋佳冀笑得腼腆，

“这两年正在努力地克服。”

军人的荣誉只有在
战火中取得，只有
经历过战火检验的
部队才能称作‘王
牌’” ——蒋佳冀

想考清华北大的顽皮男孩
应了“命中注定”读军校▼

有“强迫症”的飞行天才
悟性极高，内心敞亮开飞机▼

全军首个三夺
“金头盔”的“空中杀手”

戴上“金头盔”▼

然而，从小生活的地方，发生的变化总让蒋佳冀
猝不及防。

道路拓宽了，路面平整了，城市越来越大，距离
却越来越短。“小时候住在成都一号桥附近，从家里
到磨子桥，觉得好远好远的路，可能要走1个小时。”
蒋佳冀有些感慨，“现在可能十多分钟就到了吧”。

“变样”并不影响蒋佳冀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他
说自己的家永远在这里。“我很多战友都在当地买房
了，家人孩子也跟着迁去，我没有。我的朋友和家人
都在成都生活，我也很多次和他们说，我最后是要回
成都定居的。”家乡的生活方式、气息和氛围，在他身
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无法抹去。

“我上军校的第一天，一整天都没有说话。”当初
的囧事如今讲起来很好笑。军校规定用普通话，只
会说四川话的蒋佳冀，嘴巴紧闭了一天，直到第二
天，他的班长，一个四川老乡，努力“撬”开了他的嘴，
做通思想工作，让蒋佳冀学普通话。

采访时，蒋佳冀总是无意中切换到“四川话”模
式，“我的普通话是在部队练出来的，说到我小时候
的事情和地名，就要说成四川话了。”

末了，让他给现在的年轻人写个寄语，这位“王牌飞
行员”认真地想了想，“不忘初心吧。”像他一样，选择了一
条道路便要坚持走下去，“再坚持一点点就会胜利”。

（稿件部分内容转引自《解放军报》、中国空军网）

自己的家永远在这里
以后会回到成都定居

恋家乡▼

7 星 彩 第 18152 期 全 国 销 售
14215932元。开奖号码：4727627，一等
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0注，单注
奖金33539元；三等奖198注，单注奖金1800
元。4675447.0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8355 期 全 国 销 售
16504454元。开奖号码：378。直选全
国中奖7903（四川500）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21517（四川2126）
注，单注奖金173元。8366528.67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8355 期 全 国 销 售
12571002元。开奖号码：37827。一等奖
54注，单注奖金10万元。222234862.1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2月
2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最年轻的改革先锋——空军实战化创新战法的优秀代表、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蒋佳冀。刘应华 摄

改革先锋——空军实战化创新战法的优秀代表、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蒋佳冀
（中）和他的团队。 刘应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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