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凉山州昭觉县拖且村，有位13
岁少年，他叫阿洛阿沙。

很小的时候，看到哥哥阿洛伍
冲踢足球，阿洛阿沙也喜欢上了这
项运动。小学三年级，他通过百米
赛考核，成为学校球队一员。

自从踏上绿茵场，阿洛阿沙不
仅是球队核心人物、关键先生，学习
成绩也从默默无闻升至班级优秀。

2018年，在第二届“峨眉山杯”
全国小学生校园足球比赛中，阿洛
阿沙所在球队夺得亚军。他自己更
是因为表现优秀，被赛事组委会授
予“金球奖”。

作为昭觉少年球王，阿洛阿沙
不喜欢“亚军”，为此，他哭过鼻子。
他也不喜欢别人觉得他太瘦小，并

“嘲笑”他不是踢球的料。一想起
来，就会落泪。

阿洛阿沙爱上了足球，也有自
己崇拜的球星。他喜欢C罗，却穿着
10号球衣。他的愿望是当球星。

爱爱上足球上足球
选入校队却“哭了鼻子”

阿洛阿沙的家，距离昭觉县城
大概三五分钟车程。13岁的他面容
消瘦，加上个头偏小，在人群中，不
那么起眼。可是，每当踏上球场，脚
一碰到足球，阿洛阿沙立马成为焦
点。

阿洛阿沙说，他很小的时候，哥
哥阿洛伍冲踢足球时，他就跟着一
起去。久而久之，他也喜欢上了足
球。“为啥喜欢？不知道！总之，就
是喜欢。”

阿洛阿沙就读的东方红小学位
于昭觉县城，自建校以来，该校就有
成立足球队的传统。“这些球员，以
后都会成为昭觉拉莫足球队的队
员。”昭觉县拉莫足球队助理教练周
健说。

小学三年级，阿洛阿沙在校运
动会上，夺得年级组百米赛冠军，进
入了校足球队教练的视野。

阿洛阿沙进入球队训练的第一
天，球队出现一种声音：他太瘦了
吧，怎么踢球啊？

时至今天，当年那一幕已过去
两年多，阿洛阿沙现在想起仍然忍
不住掉泪。“我当时哭了。我怎么不
能踢球了？我瘦小，但我能踢啊
……”抹干眼泪，他很快恢复了常
态。

绿茵绿茵球王球王
屈居亚军“当场落泪”

阿洛阿沙所在的拉莫足球队，
战绩不错。在他家的墙上，已经挂
了好几块奖牌。其中，最惹眼的是
2018年第二届“峨眉山杯”全国小学

生校园足球赛“金球奖”。
阿洛阿沙说，那次比赛是在峨

眉山，是他第一次离开大凉山去参
加比赛，很是兴奋。

阿洛阿沙在球队中的位置是前
锋。那次比赛，球队通过了小组赛、
淘汰赛，最终杀进了决赛。决赛中，
阿洛阿沙因伤下场，球队很快落
后。他又主动请缨，要求重新登
场。按照小学生校园足球规则，他
被准许上场。重返球场后，阿洛阿
沙和队友们把比分差距缩小至一
球，最终以一球惜败。“很遗憾，我们
一球之差，没能夺得冠军。”摸着亚

军奖牌，他的眼圈又一次泛红了。
不过，阿洛阿沙由于在比赛中

表现优异，并且是最佳射手，赛事组
委会将“金球奖”授予了他。

从峨眉山回到昭觉，阿洛阿沙
把自己获得金球奖的消息告诉了在
泸州读书的大姐。“当时，他非常高
兴。”大姐阿洛伍果说。有意思的
是，阿洛阿沙在这次赛事中，到底进
了多少个球，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想当球想当球星星
踢球之后“学习更好”

阿洛阿沙在家排行老五，有三
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太瘦小了。
踢球很容易受伤，还很影响学习。”
大姐阿洛伍果说，阿洛阿沙从小身
体就有点差，在重读了一年学前班
后，才升上小学一年级。正因如此，
爸爸阿洛五且和妈妈尔古伍甲听说
阿洛阿沙入选校足球队，很反对。

“但无论怎么阻止，弟弟还是吵着要
去踢球。实在拗不过，爸妈也只好
默许了。”

阿洛阿沙的执拗和爱踢球，
并未影响学习。大姐说，自从踢球
成了校队主力前锋，弟弟的学习成
绩也有了很大进步。以前的“80分
先生”，上学期期末考试，居然全科
考到了90分以上。

打开电视，将频道调至足球节
目，找到国际足球巨星C罗的踢球视
频，阿洛阿沙坐在电视前，就不愿离
开了。

阿洛阿沙说，他非常崇拜C罗。
每次自己进了球，也会学着C罗的方
式进行庆祝。“我喜欢C罗，他穿7号
球衣，但我在球队穿10号。”说这话
时，此前还在因别人“嘲笑”自己瘦
小而抹眼泪的他，眼神愈加自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梁波
吴枫 谢凯 胡瑶 徐湘东 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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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112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马尔康、攀枝花、西昌、广安、内江、
广元
良：遂宁、绵阳、雅安、自贡、资阳、宜宾、达
州、南充、巴中、德阳、眉山、乐山
轻度污染：泸州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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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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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空气质量预报

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2月2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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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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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19014期全国销售
252453111元。开奖号码：12、14、20、
28、31、09、11，一等奖基本3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113
注，单注奖金85181元，追加48注，单注
奖金51108元。三等奖基本931注，单注
奖金4138元，追加340注，单注奖金2482
元。7281902287.4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排 列 3 第 19033 期 全 国 销 售
16590310元。开奖号码：342。直选全
国中奖2764（四川117）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9244（四川638）
注，单注奖金173元。8997369.19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33 期 全 国 销 售
11112570元。开奖号码：34260。一等
奖 25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05464836.3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17期全
国 销 售 531820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1111133133，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19期全国销售
613720元。开奖号码：11001110，全国中
奖65（四川3）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3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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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至10日，四川歌舞大剧院将
上演开心麻花独角音乐喜剧《求婚女
王》；

3月26日至27日晚，英国书屋剧院将
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英美女性经典
系列剧《小妇人》。

“母子园和幼子园都可以拿点
竹子去了，不用太多。”2月1日下午4
点过，张皓刚刚参加完年底安全会
议，便马不停蹄地前往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太阳产房周边，察看
大熊猫的情况。

2月1日，记者走近被网友羡慕
嫉妒的“熊猫奶爸”。张皓是“奶爸”
中的一位，他今年34岁，是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饲养员，
成为“熊猫奶爸”已有12年。这些年
来，基地98%的大熊猫都曾被他饲
养。平日里，“熊猫奶爸”的主要工
作便是照顾大熊猫，打扫兽舍、喂
竹、训练、调节室内气温、收拾室外

活动场等等。
两天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的大熊猫们收到了皑皑白雪作
为新春礼物。雪是基地工作人员特
意从阿坝州茂县太子岭滑雪场运回
的。“这主要是为了‘丰容’，模拟大熊
猫野外生存环境，促使圈养环境下大
熊猫神经系统的发育。”张皓说。

春节期间，“熊猫奶爸”们也不
会休假。“大家放假的时候，我们也
要正常上班。因为国宝还在这里，
当然要照顾好它们。”张皓介绍，春
节期间，游客量会增大，而且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肯定又是各地游客来
成都游玩的“网红打卡地”。目前，

基地内每个点位都安装了流量监
控。当某个点位人流量过大时，工
作人员将采取一定的限流措施，疏
散人群至其他点位，分散参观。

“根据大熊猫的习性，它们的活
动高峰在早上和傍晚。常常有游客
问我们，为什么看到熊猫总在睡觉，
其实这是正常的。”张皓提醒春节前
来游玩的朋友，发现大熊猫在睡觉
时，不要惊扰它们，不要大声喧哗，
保持文明有序参观。同时，春节期
间客流量较大，也请大家注意自身
游玩安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摄影报道

这是一场让人笑得直不起腰的
表演。身穿中式大红长袍，和着网
络流行神曲《隔壁泰山》《海草舞》的
节奏，由金堂县三溪镇党委书记黄
鸿领舞，镇长、副书记、副镇长等领导
班子成员表演的网红舞蹈串烧，让台
下一千多名群众的巴巴掌从头拍到
尾。

“硬是跳得有板有眼！”台下，男
女老少纷纷点赞。网络上，这段6分
钟的视频更是收获了5000万的点击
量。

三溪镇党委书记黄鸿和他的同
事们，出乎预料地成为了网红。2月
2日，黄鸿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跳“海草舞”
成网红不是初衷，他们只是想零距
离走进百姓中，而为百姓服务就应
该“放得下身段”。

放下身段
书记带头跳起网红舞

临近年关，黄鸿的工作一点不
轻松，这几天他忙着四处慰问镇上
需要关爱的群体。1981年出生的
他，在乡镇干了快7年。每年年关，
乡镇都会办新年晚会，有时是各单
位员工表演节目，有时也邀请一些
艺术团体出演。“能不能让班子干部
们上去表演节目给老百姓看呢？”黄

鸿认为，这样既可以增加领导班子
的亲民感，更接地气，也让老百姓更
有温度和归属感。

对于这个提议，一开始有干部
犹豫过，担心自己跳不好，担心“出
丑”。“娱乐大家嘛，我动员他们，如
果画着红脸蛋在老百姓面前跳舞都
不害羞，以后为老百姓服务时就没
有什么放不下身段的了。”就这样，
这个节目最终板上钉钉。

从去年12月开始，黄鸿带领大
家利用周末或者晚上进行练习，还
从网上找来视频，一起研究基本动

作，再根据实际情况改编，融入当地
特色。舞蹈当天的大红长袍、布鞋
等都是在网上买的。

视频走红
希望大家更关注三溪镇

1月29日跳完舞，视频很快被发
到网上。几天时间，点击量已经超
过5000万。而黄鸿的手机也几乎被

“打爆”。对于他来说，这在意料之
外，甚至有点“诚惶诚恐”。

“谢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关心、关

注，我的初衷很简单，只是想为三溪
人民办个接地气的春晚而已。至于
网不网红，还真的不在我们的考虑
范围内。但这两天很多媒体已把这
个事推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热度。
虽然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诚惶诚恐、如临深渊。我知道你
们在关注我的同时正殷切关注着三
溪镇的发展。三溪是个好地方、中
国脐橙第一乡！再次感谢各位亲朋
好友，热情开放的三溪欢迎您！”2月
1日上午，黄鸿在朋友圈发出这条感
言，他坦言没想到会成“网红”，先是
自媒体报道，然后各大媒体也相继
报道，走红后的第一晚他甚至都没
睡着觉。

“这事只是个小‘插曲’，其实让
我们感受更深的是，政府越有温度，
百姓更有感受。”黄鸿谈起了日常工
作。作为成都“东进”的组成部分，
三溪镇正着力抓产业升级。作为中
国有名的“脐橙之乡”，三溪镇政府
2019年的“一号文件”是关于加强柑
桔越冬防冻工作。“如果群众接受，
明年的联欢，我们也会把在产业发
展、社区治理、文化振兴、为民服务
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融入到节目中，
向群众汇报。”黄鸿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实习生邱静静

书记镇长跳海草舞成网红
金堂县三溪镇党委书记黄鸿：
为百姓服务就该“放得下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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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觉少年“球王”：
我喜欢C罗，但穿的是10号球衣

大熊猫基地的“熊猫奶爸”要和滚滚一起过年

三溪镇党委书记黄鸿（左）领衔跳网红舞。

阿洛阿沙热爱足球，他的愿望是当球星。

“熊猫奶爸”春节也休不到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