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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被收女孩跳河轻生
辅警河中机智救人

1月3日，南江刚下了场大雪，气温
极低，冰冷刺骨。

清晨8时许，南江县城东派出所接
到110指挥中心指令：下河街河段有人
跳河，请迅速出警解救。

接警后，民警张会超带领辅警杨
超、赵世迅速赶往事发现场。经了解，
跳河的是名14岁女孩，沉迷玩手机，母
亲没收其手机后她情绪激动，跳入南江
河欲轻生。

“你们别过来，我不想活了！”女孩
在水中用嘶哑的嗓子边哭边喊。

南江河水几近零度，女孩在河中已
泡了10多分钟，喊声渐微，但仍在往河
心走去。

该处河水有多处漩涡，情况万分紧
急。杨超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并极
力向女孩靠近，其间三次滑倒，厚厚的
冬季执勤服被刺骨的河水彻底灌透。

在两人距离约5米时，女孩情绪突
然变得更加焦躁。为防止女孩挣扎跌
滑至深潭，杨超停止了前进，耐心劝慰
起来。突然，趁女孩低头哭泣之际，他
猛然一个“鱼跃龙门”向前扑去，紧紧拽
住女孩的右脚，女孩则拼命挣扎。

几分钟过去，杨超已累得气喘吁
吁。最终，在其他施救人员的配合下，成
功将几近虚脱昏厥的女孩搀扶至河滩。

视频被上万网友点赞
他在所里加班最多

杨超的救人举动被围观群众拍摄
下来，发到网上后，在全网平台吸引了
近百万点击，有上万网友为其点赞。

突然成为网红，杨超有点羞涩。回
忆起救人的举动，他说：“当时没时间考
虑个人安危，只想着快点把人救起来。
再说，我也有个妹妹，和她年龄相仿，这
么年轻的女孩，万一真发生了意外，多
可惜啊！”

据了解，杨超今年23岁，已接受过5
年部队生活和大半年警营生活的锻炼。
在西藏当兵时，他以“许三多”为偶像，克
服了极寒天气和严重的高原反应，先后
两次荣获“优秀士兵（官）”称号。

派出所内勤张小露打开全所人员
加班的《工作日志》，厚厚的日志上密密
匝匝地写满了加班同事的名字，其中

“杨超”出现的频次最高。
“所里连续加班后，每次安排民警

辅警轮休的时候，杨超都会说他是所里
唯一单身的同事，反正回家也是闲着，
还不如留在所里多学点业务，多干点工
作……”教导员杨绍文说。

余长洋 潘剑委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吴柳锋谢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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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5时）
AQI指数 67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西昌
良：广安、遂宁、泸州、德阳、内江、雅
安、南充、绵阳
轻度污染：乐山、达州、自贡、广元、宜
宾、资阳、攀枝花、眉山、巴中

6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1—151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大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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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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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1月9日至10日晚，俄罗斯皇家芭
蕾舞团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新年
至臻芭蕾舞剧《天鹅湖》；

1月11日至12日晚，成都锦城艺术
宫将上演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

1月12日晚，宜宾酒都剧场将上演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

1月13日下午，成都初相遇剧场将
演出北京爆笑震撼话剧《撒谎专家》；

1月13日晚，宜宾酒都剧场将举办
《白俄罗斯国家歌舞团2019新年歌舞音
乐会》；

1月14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石川绫子小提琴动漫音乐会》；

1月15日至16日晚，成都锦城艺术
宫将上演民族歌剧《呦呦鹿鸣》；

1月25日至26日晚，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将演出西班牙弗拉门戈经典舞剧《卡门》。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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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A”队长谭天宇：
参加公益活动让人更快乐

他是成都本土第一支颇有名气的偶像少年团体“Super-A”的队长，曾在各种比赛中获奖；他是在册的青
少年志愿者，和同伴们一起参加了多次志愿服务活动；他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演员，小小年纪就参演了多部
影视剧。

日前，在成都列五中学舞蹈排练室的一隅，见记者到来，13岁的谭天宇赶紧搬来几张凳子，等其他人坐
下，自己再坐下，肩背挺得直直的，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眼神明亮又有些羞涩。这在记者意料之外，
仔细想想又觉得在情理之中。因为在他更小的时候，曾挂着“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牌子，一个人飞到长沙，再
一个人飞回来。

2018年10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平台发起寻找百名“中国好少年”大型公益活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作为四川唯一合作媒体，在四川寻找10位“中国好少年”，13岁的谭天宇是众多被推荐的“好少年”之一。

刺骨河水中救人
这位辅警成网红

阳光清仓最后一天
雨水已准备接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说好
的晒香肠腊肉，太阳却失约了。估计，是
昨天天狗太饿，一口气把成都的太阳都
吃光了吧。

每月初一，朔日，月球运行到太阳和
地球之间，此时，太阳、月亮、地球三者近
于在一直线上，从地球的一些地方来看，
来自太阳的部分光线被挡住，好像被咬
掉了一块，日偏食上演了。北方多地都
看见了这样的奇观，没有太阳的成都自
然是错过了。

好在，老天还是留了一手的。今天，除
盆地西南部有零星小雨，大部分地方还是
存了些太阳花花，最高气温8℃—11℃。
而前方，雨水已就位。1月7日夜间至11
日，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强降水过
程，我省的降水时段是在8日-10日，届
时，盆地阴天有小雨；川西高原及攀西地
区多云转阴有阵雪，局部中到大雪。

7 星彩第 19003 期全国销售
10274888元。开奖号码：9950544，一
等奖0注；二等奖3注，单注奖金94533
元；三等奖118注，单注奖金1800元。
448708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3 第 19006 期全国销售
15790470元。开奖号码：148。直选
全国中奖3697（四川176）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
选6全国中奖8831（四川670）注，单
注奖金 173 元。8887954 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19006 期全国销售
11189188 元。开奖号码：14833。
一等奖 28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2141757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
月7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谭天宇。

谭天宇参加志愿者服务。
(受访者供图)

这几天，巴中南江县的一
位派出所辅警火了！

这位辅警叫杨超，他
跳入冰冷河中救人的视频，在各
平台点击近百万，无数网友为他
点赞。

1 月 6 日，记者采访了这位
“网红”。在回忆跳河救人的举动
时，他说：“当时根本没时间考虑
个人安危，只想着快点把人救起
来。”

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杨超与增援的同事一起将轻生女孩拉向岸边。

救人后，杨超烘烤湿透的鞋子。

“Super-A”走红之后，部分成
员随即到上海、韩国走上练习生之
路，而谭天宇选择了传统的求学之
路，他想好好学习，以后再参加艺考。

“谭天宇是那种很有礼貌又很勤
奋上进的孩子，是班上的文娱委员，
也是校学生会干部。”列五中学学生
活动部副主任裴锫榆说。

在册青少年志愿者
多次参加校内外公益活动

在成都列五中学的微信公众号
上，关于公益活动的文章里面，总能
在照片上找到谭天宇的身影。

比如，去年3月25日的列五中
学“美丽公约小卫士”行动，他和47
名同学，在人民公园对游客宣讲“爱
护环境，文明出行”，拿着清理夹和环
保袋沿途捡拾垃圾。

六个月后的9月16日，世界清
洁日，下午2点，他和11名同学去宽
窄巷子广场，参加由成都市旅游局携
手美丽公约公益组织等多家机构举
办的“绿色出行、共享文明、美丽公约
耀蓉城”全城万人整理单车的城市主
题公益活动，沿着宽窄巷子附近各个
街道整理、摆放乱停乱放的单车，文
明规劝不文明的行为。

“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公益活
动，谭天宇也会参加一些校外公益组
织的活动，他很用心。”裴锫榆说。

谭天宇的母亲李双红告诉记者，
儿子是在册的青少年志愿者，初二的
学习已经比较紧张了，但每周三周五
晚上，他要和舞蹈团的队友们一起排
练，周末除了做作业，还在外面报了
专业的舞蹈班，有的时候还要去参演
一些片子。尽管空余的时间不多，但
是谭天宇还是参加了多次公益活动，
其中包括为山区孩子募捐图书、地球
日、绿色出行、公益徒步等等。

“参加公益活动能够帮助其他
人，也能让人觉得很快乐。”面对记者
的提问，这位少年回答得一板一眼，
很是认真。

参演多部影视作品
接到角色后会查各种资料

1月古装电影《风云九州》、微电
影《父爱如山》、《幸福火巴耳朵》，3月微
电影《初心如初》，4月连续剧《象限之
眼》，4月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片《礼
赞》，5月青少年法制微电影《树》……

在母亲李双红整理的2018年儿
子参加的演艺剧目清单上，总共有

11个片子。相比之前的各种广告代
言、商业演出，这已经是一份筛选了
多次后留下的名单。选择是否出演，
李双红会为孩子把关，但谭天宇也有
自己的想法。

“很多商业演出，去了也没有什
么意义，所以不去。”谭天宇说。他不
挑角色，垂髫小儿、鹤发老翁都能演。

在列五中学舞蹈团表演的获得第

五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金奖的
《拽花灯》里面，谭天宇就饰演白发爷
爷，爷爷拽着花灯，说唱吉祥，祝福平
安，传授古蔺花灯技艺。“那个腔调和
精神气，很有范儿。”裴锫榆评价。

而在全国知名的演绎中华传统
文化节目《中华文明之美》里面，谭天
宇演过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汉朝开国
皇帝刘邦，还有抗洪烈士李向群等
等。人物跨越千年，性格各异。

“接到一个角色，我会在网上查各
种资料，查背景，尽量把自己想象成
他，也会琢磨别人是怎么演的。”可能
得益于演艺经历丰富，谭天宇表达能
力很好，说话有条有理。为了不影响
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他现在参演的一
些片子，大多数时间都安排在周末。

让人颇为意外的是，未来想当演
员的少年，偶像竟然是NBA球星林
书豪，“他的故事很励志，从最开始没
有球可以打，最后成为球星。他一直
坚持自己的梦想，日复一日坚持，最
后终于成功了。”人生之路绝非坦途，
成功之路更是荆棘密满，这个13岁
的男孩似乎把它刻在了心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雷远东

卖废品攒零花钱
点滴善举帮助他人

在成都新津县，有一个比较“抠”
的女孩，名叫黄欣淼。父母平时给的
零花钱，她都舍不得用，全部存起来，
还自己攒废品去卖，换来的钱，都捐
助给了生活中需要帮助的人。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平台发起寻
找百名“中国好少年”大型公益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作为四川唯一
合作媒体，在四川寻找10位“中国好
少年”，讲述他们的故事，关注他们的
成长。黄欣淼的故事，让身边的人感
动。

“南河边有个‘厕所女孩’，跟你
差不多同岁，但是生活很困难。”
2017年3月，黄欣淼的奶奶告诉她，
新津有一个“厕所女孩”，家里生活
很困难。黄欣淼听了以后主动要求
奶奶带她去看望“厕所女孩”。 这
个女孩家里有三口人，母亲是智障
残疾人，全家人靠父亲一个人当环
卫工人支撑。“她的家就是公厕的值
班室，一家三口挤在几平方米大的
屋子里生活。”黄欣淼说，长期的营
养不良，使得这位女孩的身高比自
己足足矮了半个头，心里想为她做
点什么。

黄欣淼回去后，将自己攒下来的
零花钱给小女孩买了新衣服、牛奶、
糖果、饼干、笔和本子，并鼓励小女孩
好好学习。这些零花钱有一部分是
自己卖饮料瓶和奶盒得来的，平时她
都舍不得用。

她还和“厕所女孩”结成了“对
子”，希望她有任何困难都可以给
她打电话。回到家后，她还念叨：

“也不晓得她现在好不好？有没得
吃的哦？作业做得来不哦？”从
2017 年到 2019 年，两个女孩经常
保持联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
解到，在学校，黄欣淼每一学期都被
评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
她喜欢看书，而且养成了一个好习
惯，就是看完之后写读书笔记。阅
读开阔了她的视野，增长了她的知
识。碰到难题，她总爱打破沙锅问
到底，或自己查阅资料解决，或向老
师请教。黄欣淼告诉记者，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以后能帮助到更多
困难的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 邱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