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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6时）
AQI指数 75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泸州、马尔康、达州、西昌、攀枝
花、巴中、资阳、遂宁、内江、广元、广安、
南充
良：雅安、宜宾、乐山、自贡、眉山、绵阳、
德阳 1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4—114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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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间阴

偏北风1- 2级
阴转多云，

有分散的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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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中国体育彩票5月14日开奖结果

体彩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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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至16日，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将演出话剧《画皮》蒲松龄经典志怪故
事；

5月17日至18日晚，四川锦城艺术
宫将演出话剧《无人生还》；

5月18日晚，成都ICON·云端天府
音乐厅将举办《“美之土地”四川交响乐团
独奏家室内乐音乐会》；

5月19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大型原创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丹
丹》音乐会；

5月24日，宜宾酒都剧场将演出芭蕾
舞剧《追寻香格里拉》；

5月25日晚，宜宾酒都剧场将演出芭
蕾舞剧《死水微澜》；

5月31日至6月1日晚，俄罗斯皇家
芭蕾舞团将在四川锦城艺术宫演出《天鹅
湖》。

明日限行 4 9

7 星 彩 第 19055 期 全 国 销 售
11587174元。开奖号码：5806877，一等
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5注，
单注奖金20231元；三等奖128注，单注奖
金1800元。27221748.69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 列 3 第 19127 期 全 国 销 售
17255976元。开奖号码：280。直选全国
中奖2791（四川249）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11357（四川1685）注，
单注奖金173元。18186251.11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27 期 全 国 销 售
10750180元。开奖号码：28023。一等奖
24注，单注奖金10万元。253598394.64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
15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5月初，贺兰山一隅，塞上原
野依旧秋草覆盖，连日阴雨，狙击
训练场愈加肃杀。

“狙击手迅速占领制高点，一
组沿左翼进行突击，二组从正面
进行突击，三组沿右翼进行突击，
清楚没？”陈明发号司令，众人快
速散开。

“你这样，早就没命了！”藏在
制高点的狙击手被陈明吼开，“看
着！”他一跃扑下，便定住了，好似
与大地融为一体。正面突击的二
组，也被纠出问题，“速度要快，要
稳，上了战场，敌人能给你时间
吗！”陈明以身示范，从远处跑过
来，迅速持枪站位。

静与动的严格要求，打破了
对狙击手的部分惯有认知。陈明

强调，“一个合格的狙击手，枪法
准只是敲门砖。”只是对现今狙击
手的基本要求。

百发子弹能从靶上同一个弹
孔穿过，可以用弹孔在靶上“写”
出字等等，让外界瞠目结舌的硬
实力，并未获得陈明的自我认可，
他不承认，一个弹无虚发的神枪
手，就可以被认作狙击手。“一名
真正的狙击手，最致命的武器并
不是枪。更重要的是体能、心理
素质、战术能力。性子要稳，心思
要细，脑子要活，能沉得住气，顶
得住压力。具备在执行斩首行动
时的忍耐力，在混乱战场上以一
当百，狙杀目标的冷静，还有监控
战况全局，应对突变的智慧等。”
陈明总结。

陆军陆军““枪王之王枪王之王”：”：

最致命的武器
不是枪

只是从视线里晃过，便能立马注意到，那是一双极醒目的手——手背黝黑，
是被太阳光长久烤炙的颜色；对比下，手心的皮肤，却显得白净，反差极大。

就是这双手，托举枪身，扣下扳机，能在进行的汽车上，准确命中不知何时何
处随机弹起、停留仅2秒的起倒靶；能够在同时升空的300个气球中，限时击中其
中仅有的5个红色气球；能100米开外，让子弹击中靶纸前竖立的钢刀刀刃，子弹
被劈成两瓣后上靶，甚至把钢刀换成弹壳后，让子弹从弹壳口射入，击穿壳底而
不触碰弹壳边缘……

人们把“枪王”“枪王之王”等各种头衔，冠以这双手的主人——第七十六集
团军某特战旅高级士官陈明。

对外界的“封王称神”，陈明却有不同理解，他告诉记者：“弹无虚发不是枪王。”

搭建区域旅游一体化新平台

天府旅游名县文旅发展联盟成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 杨金
祝）5月14日，天府旅游名县文旅发展联
盟成立暨提升建设推进会在都江堰市召
开，首批命名的10个天府旅游名县决定
组建“天府旅游名县文旅发展联盟”。联
盟以“合作共赢、创新引领”为宗旨，共同
搭建区域旅游发展一体化新平台，协同
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携手开辟文
旅产业新天地，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天府
之国的无穷魅力，为四川建设全国一流
世界旅游目的地贡献更大力量。

围绕“合作共赢、创新引领”的宗
旨，会上，首批10个天府旅游名县对下

一步提升建设工作发言，省级部门（单
位）解读了落实天府旅游名县激励政策
内容。随后，10个首批天府旅游名县成
员单位共同发布天府旅游名县联盟宣
言，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与文化和旅游
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其各分社与首批
10个天府旅游名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会上，经过10个首批天府旅游名
县成员单位商议，天府旅游名县文旅
发展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将实施协
同共兴战略，打造四川旅游增长极。
锁定四川建设文化旅游强省目标，坚
定文化旅游主导地位，打造一批以文
化旅游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大发展大繁荣的“四川样本”。以塑
造文化旅游超级IP为核心，开发一批
个性鲜明、一程多站、适销对路的旅游
精品线路，建设一批内连全川、辐射西
南、面向全球的文化旅游品牌，共同打

造四川旅游产业生态圈，建设四川世
界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第一方阵”。

实施创新共赢战略，打造旅游改
革先行区。联盟将把文化旅游作为助
推区域协同的主抓手，推动在旅游规
划、旅游项目、旅游政策、基础设施等
方面的对接共享，在深化区域合作、消
除地域壁垒方面先行先试，为四川建
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贡献力量。

实施品牌共建战略，探索文旅融
合新路径。联盟将牢固树立文化自
信，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民
族文化元素，大力推进“旅游+”“文
化+”“文旅＋”战略，打造一批文化旅
游地标产品，构建一批文化旅游国际
品牌，培育文旅跨界融合新业态，不断
弘扬天府文化、巴风蜀韵，唱响伟大中
华文明“四川矩阵”的时代声音。

实施资源共用战略，开拓整体营

销新格局。整合联盟成员国际友城、
主要客源地等资源，共同设立对外营
销网点，构建全球营销网络、拓宽国际
市场。组织联盟成员旅游企业和媒体
制定大型旅游招商宣传计划，联合开
展大型营销推介活动，倾力打造四川
文旅共同形象。建立联盟成员旅游网
站友情链接，实现旅游网站、微博、微
信等网络平台有效互动，努力建成一
批四川旅游国际化窗口基地。

实施行业共治战略，打造旅游管
理新模式。建立跨区域旅游安全信息
交流互通、联合发布机制，提升旅游应
急管理水平。建立多方参与的矛盾纠
纷快速解决机制，营造区域间安全有
序的旅游环境。探索建立文旅行业标
准体系，形成全域旅游实施标准及运
营细则，力争为全国旅游行业管理贡
献一批“四川智慧”。

记者：你会害怕“枪王”的身手
被超越吗？

陈明：不害怕。我希望教出的
狙击手，比我更强。

记者：于你而言，被超越是否
意味着失败？

陈明：我认为并不是，或者说，
现在的我已经不在意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失败。对我的学员而言，希
望他们一代更比一代强。

记者：“枪王”“枪王之王”“金牌
教员”，这些标签，你最认可哪些？

陈明：应该是一个能够培养很
多可以上战场的狙击手教导员。

记者：作为一个特战狙击手，你觉
得自己会在生活中暴露“职业病”吗？

陈明：有的。比如妻子有次不
出声地从后面来挽我的手，被我条
件反射地狠狠扭住了。还有一次，

便装去到一个战乱国家，接机的人
员是武装人员，他们都有枪。一起
坐车去驻地时街上挺乱，我脑子里
情不自禁反复预演，如果路上遇到
恐怖袭击，要夺身边哪个人的枪射
击最快，怎么去夺，都想清楚了。

记者：拿枪快20年了，你的性格
发生变化了吗？

陈明：应该说有很大的变化。
以前我是个急躁的人，性格也挺嚣
张。而现在，情绪控制能力很强，
性格也谦逊得多，走路与人磕碰，
会立马先跟人说对不起。

全军狙击手比武的日子越来
越近，作为教员，陈明恨不能把近
20年历练所学统统传给年轻学
员。但他很清楚，特战狙击手的
炼成，决不可能凭一日之功。当
初自己走过的路，回头看，每一步
都必不可少。

陈明与狙击步枪的初次相
会，并不美好。2001年冬天，他第
一次参加新兵狙击考核，打了5发
弹32环的成绩，“现在，闭着眼也
打不出那么烂的成绩。”

“你就不是打狙击的料。”老班
长恨铁不成钢。而陈明偏要证明给
人看，自己不是班长说的那般不堪。

如果说，有人是靠老天赏饭
吃，有人是向老天抢饭吃，陈明显
然是后者。要如何“抢”那碗饭？
从流汗开始。练据枪时，为了提
高骨骼支撑的稳固性，强化射击
动作肌肉记忆，陈明在腰背上压
轮胎，肩膀扛着砖块，还用粉笔在
地上为身体描出边，这样一趴就
几个小时，“如果动了，粉笔线就
会被擦到。”为了练就平稳的气

息，他逼自己400米冲刺后，在1分
钟内至少穿好10根绣花针线。

或许是在左右手都能自如夹
起豌豆那天开始，作为天生左利
手的陈明算是吃上了属于狙击手
的那碗饭：子弹再也没有落过靶，
在连队里狙击成绩无人出其右，
参加集训、比武总是立功，他几乎
忘了“输”是什么。

然而，在之后的一次比武中，
陈明却遭遇了挫败——那是在新
疆的赛场，身兼集训队教练员和
竞赛队员双重身份的他，在适应
赛阶段就表现出“不在状态”，成
绩明显下滑，却找不出原因。

最后，陈明在那次比武中丢
掉了第一名的王冠。对自己的惩
罚，是把身体逼近崩溃的边缘，他
扛着盛夏四五十度的地表温度，
到烈日下据枪。

大彻大悟也许总在抵达极限
的那一刻到来。老班长说过的
话，陈明终于懂了，“每个狙击手
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期，熬过了这
个时期，才能人枪合一”。

“过去练的，更多是为了让枪
法准，但忽略了更全面、更综合的
作战能力。”往后几年，陈明从那次
失败中，悟透了狙击手成长的关
键。注重锻炼综合能力，结合实战
培养应变力，磨炼应战抗压力等，
成为他对自己和学员的新要求。

“你的手臂短，没必要一定要握
在这里。”调整女兵的手势，陈明替她
找到更适应的姿势，没有做到“教科
书”上要求的姿势，女兵的这靶成绩
却进步了，陈明向集训队员强调，“允
许有个性的东西存在，这才是我要的
狙击手。如果只有一种要求，潜能是
发挥不出来的。怎样才能把枪握得
最稳，这个姿势就是最适合你的。”

见多了训练场上的陈明，“冷
酷教头”的绰号不胫而走，唯有场
下的人，才知道“枪王”是鲜活的。
在女儿陈思茜眼里，陈明是个幽默
风趣的爸爸；战友陈萌总结，陈明

“上了战场能打，上了舞台能嗨”，
他掌握着精湛的野外生存技能，执
行长期潜伏任务时能获取身边一
切补充能量的食物，也知道军营驻
地哪家餐厅最好吃。

入伍近20年，陈明已带过2000
多名狙击手。他觉得，这是远比

“枪王”更荣耀的成绩，“枪王不是
我享受的荣誉，而是承担的责任，
激励和鞭策我培养更多可以上战
场的狙击手。”

狙击枪王
弹无虚发只是基本要求

枪王炼成
熬过瓶颈期达到人枪合一

金牌教头
已带过2000多名狙击手

对 |话 |陈 |明

希望培养更多狙击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媛莉 关天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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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王陈明与狙击手们行进在落日余晖中。

训练狙击手。

枪王陈明。

贯彻落实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精神

天 府 三 九 大

安 逸 走 四 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