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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5时）
AQI指数 59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达州、遂
宁、雅安、乐山、内江、泸州
良：德阳、资阳、绵阳、眉山、宜宾、自贡、巴
中、广元、广安、南充

9日空气质量预报

AQI指数 90—12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大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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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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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6月8日开奖结果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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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至16日，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美国原版音乐舞台剧《汪汪队立
大功·救援先锋》；

6月25日，广安大剧院将演出川剧
《天衣无缝》；

6月25日至26日，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将演出柯南·道尔经典悬疑剧——英
国黑瞳剧院《福尔摩斯·四签名》；

6月26日至29日，成都黑螺艺术空
间将演出现代舞剧《时轮》；

7月 5日晚，《英伦绅士UKEBOX
尤克里里弹唱音乐会》将在成都大喜时
代剧场举行；

7月2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德国创意钢琴互动音乐会《钢琴大
斗法》；

8月8日至10日，四川大剧院将演
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9065 期 全 国 销 售
295446062元。开奖号码：03、08、10、23、27、
02、12，一等奖基本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
追加2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基本102
注，单注奖金491543元，追加33注，单注奖金
393234元。三等奖268注，单注奖金10000
元。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
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
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
告。4677385384.8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152期全国销售15174622
元。开奖号码：285。直选全国中奖7206（四
川490）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
26472（四 川 2659）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7954391.6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152期全国销售9978132元。
开奖号码：28561。一等奖36注，单注奖金10
万元。272166601.9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19074 期 全 国 销 售
30920742元。开奖号码：33331130133010，一
等奖全国中奖6235（四川320）注，二等奖全国
中奖79659（四川4028）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74期全国销售
13657040元。开奖号码：33331130133010，全
国中奖206757（四川10782）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80期全国销
售97690元。开奖号码：133311130011，全国中
奖7（四川0）注。

足球 4场进球第 19084 期全国销售
587126元。开奖号码：21221011，全国中奖56
（四川7）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7日。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封面新闻：当得知高考作文
题中用了你的漫画，最先是怎样
的感受？

小林：感到非常意外。虽然
此前我的漫画也进过高考模拟
题，但真的成为高考题目，还是非

常惊喜的。
封面新闻：这幅漫画里面的

老师，是你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老
师吧？

小林：对，画的是我的母校广
东湛江市第四中学的黎光宁老

师。今年高考，黎老师还奋战在
第一线，负责考场安全管理工作。
这幅漫画成为考题之后，应大家的
邀请，我自己还写了一篇高考同题
作文，其中就专门回忆了黎老师对
我的教导和帮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封面新闻专访小林

因高考作文成为“网红”漫画家

在当下资讯发达时代，一夜
走红的方式有很多种。

广东 70后漫画家小林（林
帝浣），因自己的一幅漫画——
“毕业前最后一节课”，被改编成
了全国 III 卷语文试题漫画材料
作文题目，迅速成为备受关注的
“网红”漫画家。

小林不是专职漫画家，而是
学医出身，目前在高校工作，同
时在医院兼职做艺术疗愈研
究。在此次成为“网红”前，小林
的漫画集已畅销多时。

早在2016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通过决议正式将中国申
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
被中国代表团选中，成为申报推
介宣传画的，正是出自小林之手

的一组国画作品。
2017年春节，小林的作品又

在《中国诗词大会》亮相，以主背
景画的形式，与知性的董卿、夺冠
的高中女孩武亦姝相互映衬，令
人感叹“美醉了”。

画画之外，小林还有一大堆
头衔：中国摄影家学会会员、国
务院新闻办图片库签约摄影师、
《电脑报》时尚数码摄影栏目专
栏作者、《中国画报》旅游专栏作
者……难怪在小林的微信公众
号中，有不少读者留言：“这真是
开挂的人生啊”。

“小林漫画”背后，有着怎样
一颗丰富生动的灵魂？6月8日
中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拨通了小林的电话。

封面新闻：除了画画，你在摄
影、书法等领域都做得很不错。
这么多频道切换自如，是怎么做
到的？

小林：摄影、画画、写作，到了
最后都是相通的。到最后都是一
些哲学或者心理学层面的问题。
每一种具体的载体，只是一种表达
方式或者工具。只要内心有东西
想表达，那么不同的方式，哪个更
合适，就会用哪一种。

封面新闻：你的漫画，融入了
中国传统水墨的营养。对于中国
漫画的发展，你有怎样的思考？

小林：中国漫画曾经有一个
特别辉煌的时期，像中国的水墨
动画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
后来，我们受到了欧美或者是日
韩漫画的影响，可能发展得相对
缓慢。但是最近这十多年来，我
们中国的动漫产业在蓬勃发展。
我最近负责组织一个大型文化交
流活动，很快就要启动，后天我就
会飞日本。这个活动名为“从水
墨中来——中国动漫日本行”，就
是将近一百年来的中国漫画146
幅精品带到日本，在神户、大阪、
奈良等地进行巡展。其中包括丰
子恺等大家的作品。

封面新闻：你是怎么开始画
画的？

小林：我画画基本是自学的，
也没有真正拜过什么老师。但
是，我也有很多的老师，我会用心
去揣摩和学习。古今中外，所有
艺术家，我觉得感兴趣或者有感
觉的，我会去研究他们的作品。
其实，画家要说的话，都在他的画
里，音乐家要说的话，都在他的音
乐演奏里。我去看古人或者是别
人的画，我觉得就像是一种对
话。在这种对话里面，我可以领
悟到很多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
说，我也有无数的老师。

封面新闻：你的画能看出有
中国画笔墨的痕迹，笔触、字体有
书法的感觉。这样的风格是怎么
形成的？

小林：我非常喜欢中国画和
书法。从很早就开始画画和练习

书法。现在也在这方面上投入很
多时间。所以，我画漫画也是从
中国画中获得营养，大概就是大
写意进行适当的变形，用传统笔
墨的韵味表达当代情感。

封面新闻：有人说你的风格
很像丰子恺，称你为“当代丰子
恺”。你是什么感受？

小林：对于绘画的技巧来说，
可能影响我更多的是齐白石、潘
天寿等人。当然我也受到丰子恺
先生作品的启发。但我在画的时
候，要尽量避免像他。艺术是讲
究个性风格的，不能重复别人的
路子，而是要找到自己的语言。

封面新闻：你认为自己的漫
画受到这么多人喜欢，原因何
在？

小林：我自认为原因是多方
面的。首先，我画画其实没什么
功底，画得比较普通。可能大家

觉得会很有亲切感，看着很轻松，
不累，不紧张；第二，我是一个普
普通通的上班族，跟大部分人可
能都差不多，现在也还在学校里
面工作，和像我一样普通的人会
有共鸣；第三，我比较注重漫画里
面的文学性。因为我本来就是以
写文章为生的人，我对文字有强
迫症，所以这些漫画里面的语言，
我会反复的去提炼、修改、精简，
用最少的字来体现最多的意思。
我想表达出人心抚慰的力量，从
温暖的视角去看世界，表达出一
种温情、悲悯的感觉。

目前为止，高考保持了这样一
个节奏：每考完一科，那一科就会
上热搜。作文、数学全部上榜。6
月8日，最后一科英语考试结束，
英语瞬间成为网络热点，而这一
切，全因一个人：“李华”。

“李华是谁”？他是一个离万
千考生很近，但似乎永远接触不到
的人。他多次出现在各种英语作
文题里，万千考生需要假设自己是
李华，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用熟练

的英语帮助他完成各项任务，无疑
于“打怪升级”。

据考生透露，今年高考全国卷
英语试题里，“李华”的名字在三套
试题里出现。有网友调侃“今年的
李华特别忙。”

就在高考前，一个大数据平
台，用大数据分析了被网友戏称
为“高考钉子户”的李华。具体来
看，1995年，李华第一次现身，除
了1997年、1998年不知道去哪玩

了，其余年份从未缺席我们的高
考，至今已陪伴了整整 22 届考
生，出现次数多达103次，涉及99
道考题。

对于这个题目，成都七中八一
学校高三一班的小周认为，题目其
实不难，但是给出的信息很少。他
称“自己扩充的有点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何方迪张峥

“生活需要仪式感。”为了给刚刚参
加完高考的弟弟一个惊喜，范芋婷和家
人策划了一场欢迎仪式。6月8日下午4
点过，她就和父母、亲人组成“后援团”，
来到华西中学考点门外，等候即将从这
里完成人生第一件大事的弟弟“凯旋”。

两个自制的手牌，饱含了姐姐、父母
的全部祝福:“鑫鑫儿毕业快乐！”“儿子你
是最棒滴！”。范芋婷说，这件事她们瞒着
弟弟策划了几天。本来想做横幅，但是考
虑家长众多，就换成了更方便展示的手
牌，“我们想给他一个惊喜，让他留个纪
念。”下午5点10分，范松鑫走出考场，“完
全没有想到，很感谢他们。”范松鑫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中国的动漫产业
在蓬勃发展

谈漫画C

平稳中有创新变化，凸显审美人文科技特色
成都市英语教研员罗炯彬 成都七中林荫英语督学陶家耀

2019年我省高考英语仍采用
全国卷Ⅲ。基于“加强德智体美劳
全面考查，重视学科素养和道德品
质养成、深化改革内容提升试题质
量”命题思路，全卷特点为：一、整
体难度平稳，稳中有创新变化。
二、选材新颖地道、覆盖“人与社
会、自我、自然”主题。三、引导学
生关注审美、人文及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完形选自挪威网
站，报道小城Rjukan一年中几乎
半年没有日照现状及利用科技手
段的改善过程。D篇动物行为学
说明文，讲述哈佛医学院针对猕猴
对数字及抽象符号识记和计算能
力研究。

文化审美：B篇以国外视角报
道中国文化美学对国际时尚影响，

情境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美育知识，提高学生审美情趣。C
篇说明文阐述活动让报纸走进平
常百姓家。

人文交流：阅读七选五介绍选
修“网络课程”时如何与授课教师
健康有益地互动交流，语篇积极倡
导和谐人际关系与人文情怀。

书面表达以考生熟悉的邮件
形式邀请英国朋友Allen参加李
华所在学校的音乐节，告知其安排
并欢迎Alllen表演节目。总体来
看：全卷融通“主题、语境、思维、语
篇、语用”要素，融合跨学科知识检
测，服务高校选拔人才，引领英语
教改，落实素质教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峥

考点在于
学生是否能够学以致用

师大一中高级教师冯刚

今年高考全国卷三的书面表
达题，要求考生以李华的名义给外
国朋友写邮件。师大一中高级教
师冯刚认为，考点在于考查学生是
否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将语言运用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是文化
的重要载体，语言学习就是为了传
递文化。现在各个学校都经常开
展艺术活动，这个出题思路也是和
当下的教育理念契合的，考查学生
的综合素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莫凡

名家点评英语试题

今年高考英语题“钉子户李华”很忙

暖到了！
姐姐手绘加油手牌
接高考弟弟“凯旋”

画画靠自学，没有真正拜过师领悟力B

作文漫画原型，是小林的老师网红A
小林绘制的《中国诗词大会》舞台背景画惊艳众人。

小林（林帝浣）。

家人手绘加油手牌，接考生“凯旋”。
周家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