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4日，自封面新闻启动全
球征集千名拍客后，短短两天，封面
新闻App系统后台已收到来自全
球上百条短视频，用户们在此分享
美食、旅行以及春节回家的路。

为了迎接全球拍客入驻，封面
新闻准备了长达一个月的“红包
雨”。记者了解到，拍客视频一经采
用后，根据封面新闻对新闻线索的
认定，进行全平台分发，并给与单条
视频100元至10000元奖励，并采取
累积奖励机制。

为了让此次“红包雨”下得更猛
烈一些。1月27日，封面新闻特推
两道“命题作文”——“相见欢”“小
团圆”，向全球拍客征集100个团圆
故事和100个家庭团年饭。不管你
在哪里，不管你以哪种方式和家人
团年，不管你的团年饭是什么，都可
以通过视频来告诉我们。

记者了解到，此次面向全球征
集的短视频作品长度3分钟以内，拍
客可根据主题对视频素材进行二次
生产。

此外，封面新闻拍客频道还将
设立“拍客·每日必看”小栏目，每天
推出一条拍客视频进行重点包装，
并进行全平台分发，包括封面新闻
客户端、封面新闻微博微信、封面新
闻头条号、封面新闻企鹅号等四大
渠道。

除了每日重点视频强推外，每
周还将设立“风云榜·每周Top1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雪梅

带上300多个泡粑
老人去女儿家过春节

1月25日，在车站候车厅，老人
唐伯春和儿子正在候车，准备去外
地的女儿家过年。拥挤的车站里，
老人脚下袋子里的300多个白色泡
粑却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他专程给
女儿带的礼物，原因只有一个：女儿
从小就喜欢吃这种小泡粑。

“我给她带点粑粑去，她喜欢吃
粑粑，带了可能300来个。”唐伯春
说，自己和儿子住在宜宾市叙州区
柏溪镇，女儿在峨眉山市当老师，这
次是过去和女儿过春节。当说起要
去女儿家时，老人脸上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

“他知道要去女儿那里后，兴奋
得很。昨天，老人就兴奋了一天。
八十多岁的人了，还高兴得唱起了
歌。”一旁的唐楷笑着说，妹妹是土
生土长的宜宾人，她比较喜欢吃这
种小泡粑。“我自己就是做泡粑的，
就给妹妹做了点。这个粑粑其实很
普通，关键传递的是哥哥和妹妹的
感情、父亲和女儿的感情。”

拍客“酒都随性”：
封面拍客很有创意

“酒都随性”是宜宾本地的媒体
记者。工作之余，他就喜欢用手机
拍摄各种有趣的、感人的视频。而
这一次发现这个故事后，他就及时
和封面新闻的记者取得联系。“酒都
随性”告诉记者，当天，他和同事到
宜宾的车站去做一期关于春运的采
访。在候车厅，他们不经意注意到
了这名老人和他包里的泡粑。

“一问才知道，这是老人给住在
外地的女儿带的，他们要去女儿家
过春节。”“酒都随性”刚一听，就觉

得非常温暖。“老人自己的东西很
少，除了衣服，最重要的行李就是这
一大袋泡粑。”

和“酒都随性”一起拍摄的拍客
告诉记者，其实老人耳朵不太好，但
是只要说起女儿，脸上都带笑容。

“那种老父亲对女儿的爱很简单，但
足以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作为封面新闻的忠实粉丝，从
封面拍客上线第一天起，网友“酒都
随性”就开始提供各种拍客视频。
除了这个视频，他还为封面新闻提
供了《60岁老人长江夜钓遇水淹 民
警寒冬跳水营救》等视频。他说：

“封面新闻的拍客频道很有创意，还
有奖励，值得关注。今后还将继续
提供各类好的视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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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成都（16时）
AQI指数 67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攀枝花、西昌
良：眉山、绵阳、广元、遂宁、德阳、雅安
轻度污染：广安、泸州、自贡、资阳、内江、乐山、宜宾、
达州、南充、巴中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4—104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川南局部城市
为中度至重度污染，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川
东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至轻度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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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空气质量预报

2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月27日开奖结果

明日限行 2 7

今日
限行 1 6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6 10 C
阴天，早晚有零星小雨

偏北风1- 2级
阴天，夜间有零星小雨

偏北风1- 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晴
晴
晴
晴

小雨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阴
阴
阴

阴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多云转阴
阴转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5-14℃
-3-6℃
8-21℃
11-24℃
4-9℃
6-9℃
7-11℃
6-9℃
5-8℃
7-10℃
6-10℃
6-9℃
7-11℃
7-10℃
6-11℃
7-11℃
7-11℃
7-12℃
6-9℃
6-9℃

晴转小雪
小雨转小雪
晴转小雨
晴转多云

小雨
多云转阴

小雨
多云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4-11℃
-1-5℃
7-20℃
10-24℃
4-8℃
6-9℃
6-9℃
6-9℃
5-8℃
7-9℃
6-9℃
6-8℃
7-10℃
7-10℃
6-10℃
7-10℃
6-9℃
6-10℃
5-7℃
6-8℃

C5 9

吴冰清

1月30日至31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

2月14日至19日晚，四川歌舞大剧院将演
出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

2月23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办
《“美之土地”四川交响乐团2018-2019乐季
音乐会“悲伤而浪漫的乐章”——左章之夜》；

3月1日，四川爱乐乐团将在成都
ICON·云端 天府音乐厅举办《庆祝共和国
70华诞系列音乐会——经典协奏曲》

3月1日至3日晚，成都大喜时代剧场将演
出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

3月2日上午，成都咔卡剧场将上演安徒
生童话经典音乐儿童剧《皇帝的新装》。

登录封面新闻App上传视频扫描图
中二维码上传视频

加入封面拍客团

扫二维码

参与方式

重要提示
1、视频在3分钟以内（1分钟以内最

佳）；2、文件大小不超过200M；3、上传后
请务必留下简要视频介绍及联系方式。

本周阴天伴小雨
过年前有望放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随着一股弱
冷空气到来，刚刚过去的周末，阴云和雨水做
客四川盆地，增添了腊月该有的寒意。

春节放假前，有漫长的7个工作日等待着大
家。今天，超长工作日开始，之后几天的天气，
跟大家的心情也是神同步。29日-30日，与假
期遥遥相望，天气阴雨单曲循环。

具体来看，28日晚上到29日白天，盆地各
市阴天，大部地方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高海拔
山区有雨夹雪；29日晚上到30日白天，盆地各
市阴天，大部地方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高海拔
山区有雨夹雪。31日，或有阳光打打鸡血。2
月1日，不放假的周五，又暗淡一下，阴沉一
下，2日之后，有望放晴。

本周前期，四川的气温虽然有些低迷，但
和被冷空气“宠幸”的东北、华北的大降温比
起来，我们还算暖和。2月2日之后，气温还将
有所回升。

随着人们对汽车的需求日益增
长，二手车市场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
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1月25日，在成都市双流区宏盟二
手车交易市场内，杨女士和一家车行
的老板吵得不可开交。杨女士称，在
提车后，她发现车子尽是“小毛病”。
而在某4S店检查车辆维修历史记录
后，竟发现早在2016年，车辆就已经跑
了23万多公里，与老板口中的八万多
公里里程相去甚远。

对此，售车行老板回应称：“车辆
的里程表被调过，但不是我们调的。”

19万买下二手车
之后发现毛病多

1月16日，成都市民杨女士和弟
弟、朋友一行三人，在宏盟二手车交易
市场“万里通车行”看好了一辆二手
车。

“当时我朋友检查了车辆发动机，
那些都没有问题，加上整个车灰扑扑
的，就没有多过问。”当天，杨女士就和
车行签下了车辆成交协议书，约定好
的价格为18.6万元。协议书中写道：

“双方签订协议时均对车身及发动机
状况表示认同。”

“我支付了定金，加上车辆保险、
过户登记等费用，共计4万多。”杨女士
说，自己对车不了解，对二手车的行情
和购买细节更是一无所知。22日，在
把所有手续办理完后，杨女士把爱车
提回家。

“车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新的，
但是细看，毛病很多。”随后，她托一位
在4S店工作的朋友对该车的车辆识别
代号进行检测，结果让她傻眼了。

“第一，车身保险杠有破损、车前

灯附近有故障；第二，车行驶证上的车
辆识别代号和挡风玻璃上贴的号码不
一样；第三，车子历史维修记录显示有
多次事故，并且在2016年进厂维修的

时候，就跑了23万多公里里程，和老板
最开始说的8万公里不符。”

朋友告诉她，整个车子全身几乎
都被换过。

23万公里变8万
是谁动了里程表？

入手的二手车毛病多多，1月25日
下午，杨女士来到万里通车行试图讨
个说法。

当天，记者从杨女士提供的文件
中看到，在她手中，仅有一张车辆成交
协议书以及行驶证。据杨女士称，老
板告诉她，其他一些包括按揭贷款协
议等在内的复印件，需要等一段时间
过后才能拿给她。

经过几番交谈后，车行老板陈先
生和杨女士开始争吵起来。

争吵中，老板告诉杨女士，如果车
辆有一些小问题，可以随时去修，但杨
女士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现在已经
不是修与不修的问题。

为何车辆识别代号会不一样？而

车行老板接下来的话，更让她愤怒。
“之所以车辆识别代号检查出来多跑
了十多万公里，是因为该车的里程数
可能被调过。”“买的时候你们就没问
过这些问题，你们不问，我们干嘛要
说？”对于杨女士的质问，车行老板坚
称自己没有动过手脚。

“车子现在已经过户，现在你们要
反悔，我还怀疑是你们调的表呢！”

“你们就是这样欺骗消费者的
吗？”

争吵越来越激烈，杨女士无奈选
择报警。随后，双流区航空港派出所
民警来到现场。在了解双方的争吵缘
由后，民警建议杨女士拨打“12315”热
线进行投诉，要么走法律途径解决。

五分钟后，宏盟二手车市场的安
保人员和负责人来到现场。对于双方
发生的纠纷与冲突，二手车市场负责
人称：“现在既然已经出了问题，我们
也会积极地协商解决，也希望杨女士
能够在权威的二手车鉴定机构拿到鉴
定证明，然后再走法律途径解决。”

律 |师 |说 |法

或涉消费欺诈
可要求退一赔三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太琨律（成都）
四川琨爵律师事务所主任朱界平律师。

朱律师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如果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
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他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当购买机
动车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
时，若发现瑕疵，最好应在六个月内提
出。因为，此时发生争议的，应该由经
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里程表被调过，有多次事故记录……

19万买辆二手车 一查发现问题多
车行老板：买车的时候，你又没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摄影报道

宜宾八旬老人
去女儿家过年
带着300多个泡粑

1月25日，在宜宾市翠屏区
车站，八十多岁的宜宾老人唐
伯春和儿子唐楷乘车去外地的
女儿家过春节，老人提着的300
多个泡粑格外引人注目。这一
幕，被封面拍客“酒都随性”和
同事拍了下来。1月27日，“酒
都随性”通过封面拍客渠道，将
该视频上传至封面新闻。视频
出来后，网友们纷纷表示：“伟
大的父爱。”“很温暖。”

拍客：“酒都随性”

7星彩第19012期全国销售10323820元。开
奖号码：6214241，一等奖0注；二等奖11注，单注奖
金23479元；三等奖119注，单注奖金1800元。
1390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027期全国销售16886102元。开
奖号码：613。直选全国中奖6617（四川343）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四川0）注，单注奖
金346元；组选6全国中奖11733（四川839）注，单注
奖金173元。859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027期全国销售11214202元。开
奖号码：61358。一等奖89注，单注奖金10万元。2
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010期全国销售15249140
元。开奖号码：3113100*3133*1，一等奖全国中奖
9（四川0）注。

足球胜平负第19011期全国销售27178778
元。开奖号码：33300133131333，一等奖全国中
奖2724（四川126）注。

胜平负任选 9场第 19010 期全国销售
17876884元。开奖号码：3113100*3133*1，全国
中奖1147（四川62）注。

胜平负任选 9场第 19011 期全国销售
19951734元。开奖号码：33300133131333，全
国中奖129564（四川625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12期全国销售29660
元。开奖号码：**13113333**，全国中奖32（四川0）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13期全国销售49364
元。开奖号码：133313100011，全国中奖5（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14期全国销售560148
元。开奖号码：**201130，全国中奖67（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15期全国销售939530元。
开奖号码：21312023，全国中奖149（四川7）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28日。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制图/段意茜

全球寻找
封面拍客

封面新闻全球寻人！
一个月“红包雨”等您来领

老人提着300多个泡粑去女儿家过年。

老人唐伯春和儿子在等车。

杨女士花19万买回来的二手奥迪车。

奥迪车的里程表被动过手脚，实
际里程数是23万多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