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眉山市彭山区，有这样一位母
亲，她天生双腿残疾，自幼只能使用两
个小板凳辅助走路。儿子浩浩出生
后，也有着跟她类似的腿部残疾。面
对人生的不幸，这位母亲仍然积极乐
观地生活。

她，就是冯双平。今年29岁的她
为了生活和儿子，不仅学会了绣十字
绣和手工DIY水晶串珠工艺品等技
术，还利用微商平台销售产品，攒钱给
儿子做手术。

“不管多苦多难，都要治好儿子
的病。”冯双平说，她和丈夫曾带着孩
子到华西医院诊断，医生告诉他们，
需要通过3次以上的手术孩子才能站
立行走。

而值得开心的是，在当地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浩浩已做了2次
手术，现在可以靠着辅助工具缓慢站
立行走。冯双平介绍，今年6岁的浩

浩就读于城区某幼儿园，自己也在日
间照料中心工作，日子走上了正轨。

在冯双平和爱人的悉心照顾下，
虽有缺憾的浩浩已经有1米高了。“我
都只有90厘米，还没他高呢。”冯双平
笑着说。在冯双平的影响下，浩浩也
十分乐观开朗，懂事的他也会经常用
自己的小方式表达对妈妈的爱。5月
10日，母亲节来临之际，浩浩给妈妈
送上了自己亲手做的贺卡，并向妈妈
表白：“妈妈，您辛苦了，我爱你！”

雷卓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越欣李庆

5月12日，母亲节。一场外事警
察翻译考试让张洁又没法回家了，她
给远在营山的两岁女儿写了这封英汉
双语版的信，还录制了小视频，这封信
随后在警营内部悄然走红，大家纷纷
表示，女学霸的爱真是“既看不懂又高
大上啊”。

30岁的张洁，是西充县公安局刑
事侦查大队办公室的一名内勤民警，大
学时就考过了专业八级英语，后来又通
过政法干警考试进入四川警察学院取
得了第二个学士学位，是警营内不折不
扣的女学霸。由于老公也是西充公安
局一名警察，两人工作都比较忙碌，不
满两岁的女儿“悠悠”被送到老家营山
县由爷爷奶奶照看，两人经常十天半个
月都见不到孩子一面，想念孩子时只能
通过微信视频跟孩子聊聊天。

今年母亲节正值周末，张洁原本
想着可以回营山好好陪陪女儿，陪陪

公公和婆婆，哪想到外事警察翻译考
试刚好定在5月12日。5月11日，周
六，张洁因为追逃工作又在办公室加
班，还要为外事警察翻译考试作准
备。想起母亲节不能和孩子一起过，
她觉得很亏欠，便在办公室内用英语
给女儿写了一封英文信，还拍成微视
频给女儿发了过去。女儿悠悠在看完
视频后，对着屏幕向她说道：“妈妈，我
爱你，I love you too!”

当同事问她，你女儿还不到两岁
怎么会那么多英语？张洁说，在自己
的影响下，悠悠现在能说20多个英语
单词和句子。

作为一个双警家庭，在陪伴孩子

成长过程中一直都比较缺位，张洁表
示，写这封英文信一方面是表达自己
对女儿的歉意，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给女儿培养学习英语的兴趣。

“作为你的母亲，我不要求你成为
多么杰出的人。你最重要的品质应该
是善良。许多年后当你长大了，你会
发现人们并不完美，只要他们真诚，信
任他们，善待他们，他们就会回报你。
这就是世界的温柔。我希望你知道这
一点，一生开心幸福。”张洁在信中写
道。

愿天下的妈妈都像张洁一样，一
生开心幸福。
谢磊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苏定伟

大熊猫一直是四川的标志，其
憨态可掬的身影也是圈粉无
数。而在声乐界，一个优秀的

男高音就像大熊猫一样珍贵，马佳就是这
样一个“大熊猫”。这位声乐界的“大熊
猫”表示，自己从小就想领养一只大熊猫。

爆红
现场编词演唱《饮酒歌》

去年因为参加综艺节目《声入人心》
爆红的歌手马佳，前段时间来到成都参
加“成都ART音乐节”。在音乐节上，他
不仅演唱了让自己爆红的意大利著名歌
剧选段《饮酒歌》，还和几名选手一起演
唱了一首叫做《天赋颂》的歌曲。

马佳在参加节目的36人之中虽然
不是最帅的，也不是最红的，但粉丝们却
称呼他为“国家队选手”。他不仅就职于
中国广播艺术团，而且台风稳健，功底扎
实，不管是演唱会还是晚会，都属于“镇
场子”的选手。今年3月，他还跟几名
《声入人心》的成员一起，到罗马参加了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驻意大利大

使馆主办的“感知中国中意友好音乐
会”，在歌剧的故乡和著名意大利美声组
合IL VOLO同台演出。

他的爆红源于网上的一个视频，他和
王晰、蔡程昱、阿云嘎等人一起演唱《饮酒
歌》的中文版，因为忘词的原因，选手们
上台之后都懵了，还是马佳的反应快，直
接现场编词演唱。网友将他们所唱的词
句与原版翻译对比一下，发现几乎没有
相同的语句，于是被称为《假酒歌》。

这首歌造成了马佳的爆红，而且他
自己还曾经回应说：“我们六个人都要现
学现卖。临时学意大利文是不可能的，
肯定来不及，所以大家迅速集体背中文
歌词……然后，上！我们也是没办法！
喝就完了！”

愿望
从小就想领养一只滚滚

来成都参加音乐会的马佳，一下飞
机就收到了粉丝送的礼物——“一只大
熊猫的玩偶”。这让他特别开心。

这已经不是马佳第一次来成都了，

多次到过成都的他曾经在成都的街子古
镇参加过培训，然后参观过宽窄巷子，当
然肯定也是少不了他最爱的熊猫基地：

“我逛过宽窄巷子，还有大熊猫博物馆。”
谈到大熊猫，马佳用了很多个“特别

特别喜欢”来形容，他甚至还透露一个愿
望：“我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以后领养
一只大熊猫。”

而站在他身边接受采访的同伴、歌
手李琦则有点不确定：“可以的……吧？
不知道。”

在当天音乐会上，马佳和同伴一起
演唱了一首蕴含天府文化的歌曲《天府
颂》。这首由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创作的
歌曲，蕴含了对于天府之国四川的祝福。

“天府之国，可不小啊，近两千年的
历史，所以说天府之国不能写成小家碧
玉，要写得大气磅礴。新时期成都的发
展是世人瞩目的，现在成都真是国际大
都市。如果歌曲与时代不匹配，就不能
称其为《天府颂》，所以一定要紧贴时
代。成都老百姓幸福指数高，这边的美
食真多，太好了。”赵季平这样说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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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下的母亲节消费趋势

女性注重“保养”
HPV疫苗受欢迎

从“女儿”到“母亲”，再到职场
上的不同角色，每个女性都要花费
时间和精力去平衡、适应角色间的
变换。随着90后开始生儿育女，妈
妈群体的消费行为和趋势也发生
了变化。母亲节来临之际，京东大
数据研究院发布《2019母亲节女性
消费趋势报告》。

购买体检套餐同比增长43%

数据显示，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女性用户开始注重呵
护内在健康，通过购买滋补品、健
康服务等提升生活质量，她们的健
康消费理念也从“有病治病”提升
到了“未雨绸缪”。“母亲节体检”成
为节前的搜索热词。

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女性购
买体检套餐的下单销量同比增长
43%，从年龄段来看，26-35岁的
女性健康意识提升较快，下单量同
比增长56%；从地域来看，贵州、宁
夏、黑龙江、云南和山西成为2018
年下单量增幅TOP5。

作为从2017年开始就在健康
领域颇受关注的一个热词，疫苗
预约服务成为反映女性消费者健
康消费意识的又一面镜子。数据
显示，购买HPV疫苗的女性用户
在职业上以白领为主，占比超过
50% ，其 次 是 教 师 群 体 ，占 比
26%。

与此同时，保健品在2018年
也是女性持续复购的商品，全年下
单量同比增长46%；从地域来看，
吉林、山西、广东、河南和新疆的女
性更加注重身体保养，成为2018
年下单量增幅TOP5省份，相较同
期涨幅均超过60%。

丝巾成母亲节爆款礼品

大数据显示，从今年5月1日
到5月8日，母亲节的爆款礼品分
别是鲜花、翡翠、丝巾、足浴盆和钻
石。

从鲜花种类上说，康乃馨依
旧是大家的首选。大数据显示，
母亲节期间鲜花下单量较去年同
期增长200%，广东、北京、江苏、
上海、山东分列下单量 TOP5 省
份，增幅最快的省份是山西，其次
是广西、河南、江西，增幅均超过
230%。

除了鲜花，对妈妈辈儿的人来
说，没有丝巾的风景照，是没有灵
魂的。很多子女也选择在母亲节
之际为妈妈买上一条丝巾。大数
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5月8日，
全站丝巾下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45%，增幅最快的是广东、天津、山
西三个省份。从图案上看，妈妈最
爱把整个大自然都披在身上，花语
系、生灵系和异国风情系列分别排
妈妈们最爱的样式TOP3，款式上
披肩沙滩巾成为实力爆款，优雅知
性的小方巾和长款披肩也是她们
的挚爱款式。

除此之外，母亲节期间，翡翠、
珍珠、钻石等珠宝饰品的下单量也
明显提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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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妈妈给两岁女儿写英文信：
想你，想有更多时间陪你

歌手马佳：从小就想领养大熊猫

歌手马佳。

巴山夜雨涨“春”池
本周“早晚”要下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
清）“早晚要下雨的”，请所有四川
人把这句话记在心上。对于盆地
来说，它是说早上和晚上要下雨；
对于攀西地区来说，它是迟早要
下雨。

巴山夜雨不仅涨“秋”池，也
涨“春”池。上个周末，大家已感
受到了夜间的滴答雨声，而本周，
这样的节奏还要继续。

记者从四川省专业气象台了
解到，13日—19日，盆地将受两
次弱冷平流的影响，一次在13—
14日，一次在16日。

冷平流即空气从冷的地区刮
到暖的地区。被冷平流影响时，
易出现降雨。12日晚上到13日
白天，广元多云间阴，盆地其余地
方阵雨转多云，其中，雅安、乐山
和眉山、德阳、成都西部有中雨。

第一次冷平流带来的降雨，
主要集中在12日夜间到13日凌
晨，随后，降雨“作息”更加“规律，
几乎都是在早晚时段出现，以阵雨
为主，出门还是最好随身带把伞。

盆地雨水频繁，而在攀西地
区，除了凉山州东北部外，其余地
方大部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偏高，森林火险等级较
高。不过，在17—19日，川西高
原和攀西地区自北向南有一次明
显的降水过程。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
文对话成都大学生：

要做“一带一路”
建设者和践行者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皓

洋）“‘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重大，
中国大学生，特别是文理学子要努
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知晓国际规
则、善于跨文化理解的高素质国际
化人才，要做‘一带一路’的建设者
和践行者。”5月11日下午，澳大利
亚前总理陆克文到访成都文理学
院并参加“世界青年领导力论
坛”，受到该校24000余名师生的
热烈欢迎。在与学生对话中，陆
克文提出上述希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带
一路’会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度交
流产生什么影响？”“在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推进全球治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
青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提
升领导力？”论坛上，师生们针对

“一带一路与青年领导力”主题对
陆克文提出问题。

陆克文仔细倾听师生们的问
题，他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
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研究心得，
用中文进行了回答。他说，“一带
一路”是中国深度对外开放的新
做法。从现代的角度看，“一带一
路”释放出的正是东西方一同参
与到世界秩序共建中的积极信
号；从未来的角度看，“一带一路”
可以帮助数十亿人脱贫，创造全
球合作的可能。谈到“一带一路”
与青年领导力，他希望，所有中国
大学生都应该为自己的祖国自
豪，要掌握传统文化，向不同文化
学习，发展相互的友谊和信任，努
力成为“一带一路”的建设者和践
行者。

在学生代表的陪同下，陆克
文与毕业生代表共植“追梦树”，
欣赏了川剧变脸，观看了有四川
特色的茶艺表演和中国功夫。陆
克文表示，此次来到成都文理学
院，优美的校园，思维活跃、敢于
提问的同学们给他留下了非常深
刻的印象。他真诚地期望同学们
早日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沙尘入侵
成都现短时污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

茜）记者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5月12日傍晚，成都将受到中
西部地区输入性浮尘影响，空气
质量略有转差。

据成都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分
析，12日凌晨，甘肃中部、宁夏、内
蒙古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沙
尘天气，从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
甘肃、陕西北部、山西等地大部分
城市均受到沙尘影响，PM10已
出现爆表，其中天水、宝鸡、咸阳
和 西 安 PM10 浓 度 分 别 高 达
1409μg/m3、1838μg/m3、1910
μg/m3和1291μg/m3。本次冷
空气路径偏东，主要从偏东区域
进入四川盆地，并以回流形式影
响成都。

“根据目前冷空气推进的速
度预判，冷空气将于今日傍晚前
后影响我市，并伴有增风过程，我
市可能将受到浮尘影响，空气质
量将出现短时轻度或以上污染；
夜间我市将有一次小雨过程，部
分区域中雨，空气质量将略有改
善。待13日降水过程结束，我市
可能将再次受到川东北区域浮尘
传输或高空浮尘下沉影响。”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关注本次沙尘影响，并适
时发布空气质量预警快报，相关
市级部门及各区（市）县将进一步
做好浮尘防治工作，建议市民及
时防护，适当减少户外活动。

Recently, every time I talked
to you on the phone，my heart
was broken into pieces for
missed you so much, and
wanted to have more time to
accompany you.

Tomorrow is Mother's Day.
But I can't accompany you again
because of an examination.

（最近，每次跟你打电话，我的心
都碎了，因为太想你了，想有更多的时
间陪你。明天是母亲节，但因为考试
我又不能陪你了。）

“袖珍妈妈”靠绣十字绣
帮残疾儿子站起来

张洁和女儿在一起。

张洁参加学校活动。

冯双平和儿子在一起。

冯双平在做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