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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54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攀枝花、西昌、广安、内江、
遂宁、雅安、自贡、资阳、宜宾、达州、巴中、眉
山、乐山、泸州
良：广元、绵阳、德阳、南充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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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空气质量预报

1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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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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2月11日开奖结果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9015 期 全 国 销 售
200905382元。开奖号码：02、05、10、13、30、04、
06，一等奖基本1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0
注。二等奖基本57注，单注奖金179336元，追加
9注，单注奖金107601元。三等奖基本630注，
单注奖金5380元，追加298注，单注奖金3228
元。7318529721.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3第 19035 期全国销售 12884006
元。开奖号码：575。直选全国中奖3455（四川
316）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4062
（四川396）注，单注奖金346元。9100709.11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第 19035 期全国销售 10468048
元。开奖号码：57560。一等奖16注，单注奖金
10万元。203366529.6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19016 期 全 国 销 售
72337940元。开奖号码：03311101333333，一
等奖全国中奖28（四川1）注，二等奖全国中奖
898（四川34）注。

胜平负任选 9 场第 19016 期全国销售
24722110元。开奖号码：03311101333333，全
国中奖2053（四川102）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19期全国销
售113270元。开奖号码：003311110001，全国中
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21期全国销售719724
元。开奖号码：11110111，全国中奖32（四川4）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 4月 12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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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晚，成都初相遇剧场将演出北
京爆笑感动话剧《夜未央》；

2月24日下午，成都锦江剧场将演出川
剧《卓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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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1日至22日晚，四川歌舞大剧院将
演出孟京辉最新戏剧作品《关于爱情归宿的
最新观念》。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根据教育部
的统一安排，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成绩将于2019年2月15日公布。四川省
教育考试院2月11日发布公告：2月15日报
考四川省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的考生可以通
过招生单位公告的途径查询成绩，也可登录
考试院官网（http：//cx.sceea.cn/）查询成绩
（违规与缺考考生除外）。

2月16、17日，对本人研招考试成绩有异
议考生，可向所报考的招生单位提出成绩复
核书面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2019年考研成绩
2月15日公布

一次
救援

启蒙了一代民间公益人

进入公益领域，对王英颉来说
是“半个意外”。

2008年，机械设计出身的他在
国内某知名论坛已经当了几年版
主，在中国蓬勃的互联网社群浪潮
中，网络平台的动员能力，正在被逐
渐释放。作为具有网络动员能力的
第一代网络大咖，他也曾参与到贵
州助学等一系列民间公益活动中。
但在这个初级探索阶段，民间公益
的力量各自为政，也没有“老师”，无
法联合起来，更别说系统化运行。

情况被“5·12”地震改变了。
“我出生在四川，但长期在北京生
活。汶川地震后，我马上赶了回
来。”怀乡之情和公益之心的双重推
动下，王英颉请了长假返回四川，投
身到抗震救灾的活动中来。每天晚
上他开车到绵竹装运物资，第二天
就送到震区，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
时。连续扛了几天之后，他终于在
某天突然昏睡过去，一睡18个小
时，从此后，他的网名“碎觉”（四川
方言中，睡觉的意思）正式成了江湖
诨名，沿用至今。

这一场说走就走的应急救援，
也改变了王英颉接下来的人生。本
来从事模具设计师职业的他，在假

期结束后没回北京，而是在汶川留
了下来，一留就是两年。像他一样，
在亚洲最大的板房区里，从四面八
方赶来，然后长期驻扎的民间公益
人，在这一时期保守估计有约百人
之多。

“这是中国公益元年。”回顾
2008年那个节点，王英颉认为，这
是中国民间公益力量觉醒的一年，

“国际社会的公益组织大量进入，不
仅仅是在灾区救援方面，更重要的
是，在灾后重建方面，组织性的介入
至少规划到了5至10年之后，这种
系统性的操作，我们是第一次看
见。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而我们
就是被启蒙的第一代人。”

一个
野心

中国公益要做行业推动者

像王英颉一样涌入汶川的志
愿者在中国的公益舞台上，不断地
相遇。曾经被教育的一群人，在10
年的成长时间里，逐渐成为“教育
者”，开始成为足以引导这个国家公
益力量前进方向的重要人物，在各
自的领域发挥作用。

而从2008年开始，以汶川为出
发点，又历经了玉树、雅安芦山等多
次灾难现场应急救援的王英颉，最
终选择了把这一领域当作自己的事

业。在这个过程里，他从纯粹消耗
自身财产的自费志愿者，开始回到
城市、重新就业，最终成为“斜杠青
年”。

“就是没钱了。”接受采访时，王
英颉咧嘴笑了一下，“2009年那阵，
我连花自己的钱都有愧疚感，觉得
每分钱都该用来做公益。到了
2010年，自己的钱也花得七七八八
了，那没办法，回去挣钱呗。”2010
年，在玉树待到第9天时，他因为高
原肺水肿被抬了下来，经过一段时
间的休整，回到北京开始从事媒体
市场方向的工作。

但已经被启蒙的公益之路无法
停下。“那种成就感、社会认同感，真
的会让人上瘾的。”他坦然承认，这
是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拥有一身本
事，那就该去做事儿。”不久后，平澜
公益基金会开始酝酿、成型，2018
年4月，正式成立。

从尼泊尔地震救援，到泰国清
莱的史上最难洞穴救援；从普吉岛
沉船现场，到非洲反盗猎行动……
王英颉选择的是一条“放眼全球”
的公益之路。“我们希望能够做出
差异化的东西来。”以包括王英颉
在内的几位创始人的初心为出发
点，一个有野心的公益计划正在蓬
勃发展，“中国的公益力量，在某些
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从被教育者，已经成长到足够
成为教育者。我们要做行业的推
动者。”

己亥猪年，整个春节期间，王英颉都在自己的微博、微信上推荐“非洲救野猪”行动，为了保护
非洲野生动物免受盗猎者的猎杀，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创办的平澜公益基金会从2015年起，

在津巴布韦开展反盗猎行动。在2019己亥年，他蹭着热点，呼吁朋友关心非洲疣猪。
然而做公益并不是这名出生于1984年的“斜杠青年”的主业，作为一名商人，他的日常就是赚

钱、捐钱、带队把捐的钱花出去……他近期的目标是让中国的民间公益力量走上国际舞台。在这个
目标的推动下，2018年他带队打的最大一仗，是参与了泰国清莱“世界最困难洞穴救援”。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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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方式

80后应急救援专家王英颉：

中国民间公益力量
正走上国际舞台

快来推荐
你心中的新青年

“新青年 上封面”封面人物大型
公益评选活动已正式启动。我们将通
过网友推荐、专家评审，在文化、公益、
科学、艺术、体育、商业等多个领域中，
选出10名具有时代代表性和影响力
的新青年授予“封面人物”的称号。说
出那些曾给过你感动或激励的青年，
让他们上封面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评选标准

欢迎您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
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国力
量的新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封面
新闻的微博、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件
下方留言，向活动组委会推荐候选人。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尚，

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

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极有天赋
身体柔软惊人

被同学称为“蜘蛛侠”的小女
孩，名叫陈洲阳，她向记者展示了
柔术的动作，她站在两个凳子上，
开始下腰，用嘴叼起了地上的花
朵，在桌子上下腰后用脚夹起地上
的物品，将腿举过头顶……身体能
摆出各种高难度姿势。

陈洲阳的爸爸陈勇说，家里没
有人会舞蹈，孩子从小就能自己下
腰，看到视频上的柔术动作一学就
会。

2017年，陈洲阳幼儿园毕业，
参加幼儿园排练的跳舞节目，这是
她第一次表演舞蹈，结果，老师发
现陈洲阳跳舞跳得特别好，学习舞
蹈也很快，老师建议她幼儿园毕业
后去舞蹈学校学习。陈勇说，“家
里经济条件不好，有点犹豫但还是
送去学了。”

学习舞蹈2个月后，2017年8
月，陈洲阳就被老师送去考级了。
陈勇介绍，“老师说她比其他学生
都学得好，说孩子有天赋，当时2级
就直接考过了，后来，老师按照她
的舞蹈水平建议直接跳级参加考
试，2018年8月，直接跳级考中国
舞6级，也考过了。”

接触柔术也是无意之中。陈
勇告诉记者，“家里有亲戚在网上
发了个柔术的视频给我们，我们看
了后觉得有意思，就按照视频的动
作练习下，她大部分的动作都能

做，我们继续在网上找其它柔术的
视频，喊她学习，她学几次就会了，
我们也觉得很惊讶。”

今年春节假期，有亲戚朋友过
来团年，就喊陈洲阳试一下看能不
能做下腰叼花的动作，陈勇说，“当
时旁边有凳子，我们就让她站在凳
子上下腰，刚开始她还有点不敢，
我们大人扶着她，学了几次，她一
下就把地上的花叼起来了，孩子一
分钟叼20朵花，已经超世界纪录2
朵，想挑战不知道怎么申请。”

低保家庭
贫困孩子梦想去大舞台

陈洲阳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
好，爸爸陈勇58岁，从工厂下岗后，
得了神经官能症，身体不好，无法
工作；妈妈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没
有收入，一家人申请了低保，靠此
生活，还有19岁的哥哥在读高中。
所以，家里无法拿出更多的钱让她
学习专业的柔术，更多的时候，陈
洲阳都是自己看视频学习。

虽然没有好的学习条件，但这
无法阻挡陈洲阳对柔术的热爱。
她告诉记者，她特别喜欢舞蹈和柔
术，也经常在学校里下腰，还在地
上爬来爬去，大家都叫她“蜘蛛
侠”。听到比较好的音乐，自己能
舞起来，自己还会编舞。“我觉得柔
术很厉害，以后想当一名柔术演
员，我想去大舞台表演，我想去中
央电视台表演。”

成都7岁女孩自学柔术
下腰叼花已超世界纪录

身体折叠、把脚举过头顶……同学称她“蜘蛛侠”开工第一天朋友圈被红包刷屏？

拼创意
成都公司派发开工红包

开工啦开工啦！不知不觉，春节就
过去啦。新年上班第一天，老板们会用
什么方式激励员工？记者走访了几家
成都本土公司，不少公司都在开工第一
天给员工派发了开工利是，有走心的，
也有现金红包。

实在派：直接发红包
2月11日上午，成都一家互联网公

司的员工李影，开工第一天在公司微信
群里抢到了老板发的福利红包，“老板
发了200多个红包，金额随机。”

为了给员工加油打气，给员工发红
包的公司不在少数，在成都某科技公司
上班的刘先生也收到了来自老板的200
元红包福利。

走心派：亲自制作贺卡
一家做无人机的成都本土公司，除

了每人发100元开工红包以外，还亲自
设计了红包信封和贺卡。红包的图案
是以公司旗下产品无人机地面站为原
型而设计的卡通版本。据了解，红包信
封和贺卡都是在年前就已准备好了，一
共准备了180份。

创意派：发彩票兑换500万奖金
上班第一天，成都某互联网公司的

熊小姐收到了一份开工利是，这封“开
工利是”很特别，是她从老板手中亲自
接过的一封红包，红包里塞有一张“福
利彩票”。

“很有意思，给我们送了个新年发
大财的机会。”熊小姐说，福利彩票每张
2元，当天开奖。

疯狂派：翻箱倒柜找红包
成都另一家本土公司给所有员工都

发了每人12元的开工红包，寓意“月月
红”。除此之外，还准备了10份66.6元
的红包，藏在公司的不同地方，让大家一
起“翻箱倒柜”找，谁先找到就归谁。

有的红包夹在柜子上，有的贴在桌
子下面，还有的藏在门背后。“第一个抢
到红包的员工只用了1分钟就找到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申梦芸

下腰叼花、身体折叠、把脚举过头
顶……成都市龙泉驿区一名7岁小女
孩的柔术动作，让身边的亲戚朋友感到
惊讶。2月1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联系上这名小女孩，她告诉记
者，因为自己经常做下腰等动作，同学
们称她为“蜘蛛侠”，自己喜欢学习柔
术，希望登上更大的舞台表演。

陈洲阳向记者展示柔术动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静 摄影报道

王英颉代表中国民间公益参与国际救援行动。

王英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