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先生的生活物品被
中介清理出来扔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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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寻找
封面拍客

“村上有条件的，都把娃娃送
到县上去补习了，剩下这些都是
条件不太好的，女儿想帮助他们，
做父母的肯定支持。”杨国良告诉
记者，在村微信群里号召后，第一
天就来了7个孩子，“目前有13
个孩子。”

1月13日回到老家庄房村后，
杨锐说服了爸妈，在院子里支起书
桌，给附近放寒假的学生免费辅导
作业。于是，寒假里的这些日子，
每天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杨家的
场院里总会传出朗朗读书声。1月
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拨通杨锐的电话，她说自己生病
了，“今天看医生耽误了讲课，晚上
要备课啦，每天要补回来。”

每天早上，路远的孩子得由
父母送过来，中午就在杨锐家吃
饭。“最小的孩子6岁，最大的12
岁，因为年级不统一，我主要帮他
们辅导作业。”大二就参加支教的
杨锐，对辅导孩子功课还是有经
验的，“我每天都教他们一句英
语，村里的很多孩子小学毕业都
没学过英语。”

有家长抱怨孩子不喜欢学
习，为此，杨锐想了个好办法。

“我从网上买了笔记本和
笔，如果他们按规定完成任务，
就可以得到一颗小五星，凭小五
星就可以领到文具。”学社会工
作的杨锐，将管理学的知识，用
到了教学中。“有家长来送孩子
的时候，说幸好有我，这是我最
骄傲的。”

“大二的时候我支教回来，去
了邻村的老营乡，想带同学去支
教。当时，那里的第一书记考虑
到安全问题，没答应。”不过，杨锐
并未打算放弃，“今年暑假，我还

是想把同学带到村里来，继续免
费教孩子们读书。”

对于女儿的心愿，妈妈刘燕
很支持：“村里家长文化低，女儿
能帮上忙，当妈妈的也欣慰。”

“我告诉我女儿，以后放假
了，可以把成都的同学请到村里
来支教，如果能借到一个学校最
好，如果借不到，我们今年把老家
房子修宽一点，能容纳下几十个
人。”刘燕还偷偷告诉记者：“别跟
我女儿说啊，我偷偷给每一个孩
子都准备了红包，等过年的时候，
给女儿一个惊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牛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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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1—114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大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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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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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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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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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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3-3℃
8-20℃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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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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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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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8-4℃
5-17℃
6-21℃
1-8℃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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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4-8℃
5-1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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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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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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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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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9012 期 全 国 销 售
208049284元。开奖号码：05、09、17、18、19，
07、10，一等奖基本5注，单注奖金7293176元，追
加1注，单注奖金4375905元。二等奖基本144
注，单注奖金38914元，追加60注，单注奖金
23348元。三等奖基本1397注，单注奖金1629
元，追加458注，单注奖金977元。72.7亿元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028期全国销售17290318元。
开奖号码：501。直选全国中奖5108（四川191）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单注奖
金346元；组选6全国中奖5691（四川509）注，单注
奖金173元。88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028期全国销售11310618元。
开奖号码：50132。一等奖27注，单注奖金10万
元。2.03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012期全国销售31617534
元。开奖号码：30100300310030，全国中奖0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12期全国销售
20851956元。开奖号码：30100300310030，
全国中奖798（四川22）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14期全国销售
58072元。开奖号码：130001303310，全国中
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16期全国销售877478
元。开奖号码：33231012，全国中奖1（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29日。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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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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17日下午，成都初相遇剧场
将演出北京爆笑感动经典之作《不舍》；

2月20日晚，成都初相遇剧场将演出北
京爆笑感动话剧《夜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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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开通直飞金边航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1月28日，

一架空客A320客机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平
稳降落，成都机场迎来了柬埔寨金边的旅客，
这标志着成都到金边定期直飞航线正式开通。

据悉，该航线由柬埔寨JC国际航空执
飞，班期为每周三班（周一、周二、周五），单程
时长约为3个小时，金边0：35始发QD738航
班，成都5：35始发QD739航班（以上时间均
为当地时间）。航线开通后，往返两地旅客从
此不再需要转机，为广大旅客提供了更为方
便的服务。

据了解，成都机场目前已开通航线335
条，其中国际地区114条，航线数量稳居中西
部首位。

拍客：邓运慧

大学生在自家院坝
开起了免费补习班

山沟里的寒假

春节临近，阿坝州小金县抚
边乡庄房村村民杨国良家里格外
热闹，他家正在西南民族大学念
大四的女儿杨锐，在家里办起了
寒假补习班，免费为村里的孩子
补习英语、辅导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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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通
过视频来告诉我们。

记者了解到，此次面向全球
征集的短视频作品要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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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周还
将设立“风云榜·每周Top10”。

封面新闻全球寻人！
一个月“红包雨”等您来领

参与方式
登录封面新闻App扫描图中二维码上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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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封面拍客团

扫二维码

租客：凭啥让我搬家？
1月 28日上午，记者见到周先

生，提起前不久租房的事，他显得很
愤怒：“再也不想和那家中介公司打
交道了！”

周先生称，他于2018年10月30
日，与成都世杰佳园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租的房子
在高新区一小区内，“当时约好每月
租金1150元，服务费115元，水电费
均摊。”

“租房协议签订不久，我发现这
房屋存在合同纠纷，中介回复说不管
我们的事，也不会影响租房。”2019
年1月，中介公司联系他称，房子因
为房东要和新房东打官司不能租了，
要他选择退房或者换房。

对此，周先生并不同意，他认为：
“既然房屋本身就存在合同纠纷，为
何中介事先不告知我？我已签了一
年租房合同，凭啥要我搬出来？”

没想到过了几天，中介来硬的
了。1月24日，中介将周先生所住的
房子公共物品搬走，并以他养宠物扰
民为由，于1月25日中午12点，和小
区物业一起，将他的房门打开，把他
的生活物品搬了出来扔在大门口，还
更换了房间密码。

记者在周先生提供的房屋租赁
合同复印件中看到，的确有这样的约
定：因扰民、饲养宠物等原因干扰他

人正常生活，导致周边邻居、居委会
投诉，甲方（中介）有权单方面收回房
屋。不过周先生认为，这只是中介找
的借口。

中介：你养宠物违约
对于周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联

系到了他所住的房屋管理人员韩先
生。

韩先生称，确实存在将周先生
家中物品搬出来一事，但之前已经
提前告知他，并张贴了通知。记者
在这份通知中看到，“因乙方私自饲
养宠物，乙方因违约被甲方解除房
屋租赁合同，限乙方25日中午12点
之前搬离……”落款为成都世杰佳园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时间为2019
年1月23日。

谈及周先生说的房屋存在的合
同纠纷，刚开始，韩先生称没有此事，
但之后又改口称：“现在是他违约养
宠物在先，就算房子有合同纠纷，也
跟他没有关系了。”

“对于他在家里养宠物一事，租
房的时候我就提醒过，让他不要养，
后来也接到过一些租户和公司工作
人员的口头投诉。”韩先生称，在私下
里，公司的同事和一些租户跟他反映
过周先生家养宠物的事，不过是以口
头的形式。

目前，周先生打算进一步维权。

“说我养宠物扰民”
租客被中介“赶”出门外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周先生通过中介公司在成都市高新区一小区租了一间房子，合同里约好2019年7月到
期。可在今年1月，中介以他养宠物扰民为由，将他家里的物品悉数清理了出来。

“感觉自己被骗了。”周先生告诉记者，所谓的“养宠物违约”只是中介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房子有合同纠纷，
无法继续出租了。对此，他要求中介公司按照合同支付违约金、押金等费用，但中介坚持认为，是周先生违约在先。

征集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宋潇实习生 施桂娟

中介在门上贴的搬离
告知单。

寒假补习班的孩子们。
杨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