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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5时）
AQI指数 45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遂宁、雅安、
乐山、内江、泸州、德阳、资阳、绵阳、宜宾、自
贡、巴中、广元、广安、南充、眉山、达州

12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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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大部分地区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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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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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至7月14日，成都域上和
美先锋剧场将演出孟京辉城市浸没剧
《成都偷心》；

7月4日至7月14日，成都黑螺艺术
空间将演出彝族小剧场歌舞剧《博什瓦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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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8日至10日，四川大剧院将演
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个子不高，留着利落短发，80
后成都姑娘李婧给人的第一印象
是阳光、自信。尽管刚刚结束了连
日出差，并且因为加班工作，前一
晚只休息了四个小时，但她看起来
依旧精神满满。

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人机交
互专业的李婧，曾在百度担任体验
设计师。2014年回到家乡成都，由
于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于是
决定自己创业，开拓产品体验设计
的市场空白。

本期《成都创客》聚焦李婧，听
听她的创业故事。

创业开公司
开拓人机交互市场

李婧从事人机交互领域的体
验设计已有11年了。什么是“人机
交互”？这个听起来有些抽象的词
汇，实际上就切切实实地发生在我
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

“举个例子，苹果手机有个经典
的滑动解锁设计。当一个老人拿着
手机时，他下意识地一划，手机就可
以解锁。”李婧说，这种不需要经过
逻辑思考和分析，用户基于本能的
操作行为就是“直觉式交互”。

而“体验设计”就是要把这种
人与计算器打交道的方式，做得更
加符合大家的使用习惯和心理预
期。既能够方便用户简单直接地
进行操作，同时也能达到一种自然

舒适的感觉。
2014年回到成都后，李婧一直

在寻找人机交互方面的工作机会，
却迟迟没有找到心仪的岗位。“我
发现这个行业在成都还没有兴起，
说明这是个新的机会。”

于是在2015年，李婧开始以个
人身份帮一些公司做交互设计顾
问咨询。一年之后，正式成立了艾
体验，开始专注公司化运营。

李婧透露，创业第一年公司即
实现盈利，去年拿到了首轮融资。
如今，他们20多人的创业团队已经
服务了包括湖南卫视、Boss直聘、
智联招聘、鲁大师等多家国内企
业。

好产品会发声
与更多人分享前沿思想

从2016年创业开始，李婧一直
坚持写博客，分享自己对智能交
互、产品体验的种种思考。之后不
久，她接到了一家青岛公司的合作
意向。对方负责人表示，一直想优
化一款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但团
队主要是研发工程师，缺少用户体
验方面的人才。因为在网上读到
了李婧的文章，很受触动。

通过几次线上交流，李婧很快
给出了用户体验服务方案。但对
方却一直有顾虑，担心跨地域合作
会影响沟通效果和效率，当年合作

并没有如愿实现。
2017年，这家公司负责人再次

找到李婧，表示还是希望由她的团
队来完成产品用户体验的改进。

“其实好的产品自己会发声，
越来越多的客户也找到我们。”回
忆起这段经历，李婧仍有些兴奋。

除了公司的业务之外，李婧也
希望将智能交互设计、体验设计以
及更多前沿思想与更多人分享。
每年6月她都会筹备一场体验大
会，今年将邀请500位各行业的创
业者共同交流。“在一个思维碰撞
更充盈的环境下共同进步，这也是
作为创业者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征集令

成都创客，欢迎来战！
在成都这座城市，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九死一生”

中，体味活下去的痛苦和快乐。他们就是成都创客，
Chengdu Maker。

聚焦创客群体，用镜头讲述他们的故事，封面新闻推
出《成都创客》系列短视频。我们关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年轻人，看他们如何用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在创新之路上
摸索前行；我们关注“高龄”下海的中年人，倾听他们在身
份转换、归零再出发中的焦虑与收获；我们关注土生土长
的本土创客，欣赏每一朵从天府之国的沃土中开出的创业
之花；我们关注漂洋过海落地蓉城的海归派，寻找在文化
碰撞中迸发出的梦想火花。

如果你是一名创客，如果你身边就有创客，也欢迎与
我们分享你们的精彩故事。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通道，分
享你的故事。

爱国情 奋斗者

进入报名通道

扫二维码

80后女极客李婧：

抓住市场空白创业
做“人机交互”解码者

Chengdu

团队成员进行设计PK。

李婧。

这里的桥，让远征者跨越汹涌波
涛，到达胜利的彼岸。

这里的桥，见证苦难与辉煌，象征
着民心党心息息相通。

6月1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活动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
江西于都启动。

于都河静静地流淌，当年中央红军
主力出发的渡口旁，一段浮桥无声地诉
说着85年前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传扬着

“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的佳话。

桥相连

于都县贡江镇建国路上一处没有
门板的老房子，如今成了游客慕名而
来感受长征的去处。客家老宅内，“两
井三厅”保存完好，进门处却没有门
板。这是红军后人刘光沛家的祖屋。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门？”幼年时
刘光沛问，母亲告诉他：“门板被你爷
爷拆下来给红军搭桥了。”

桥，决定着红军的生死存亡。
1934年10月，在于都河北岸集

结着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
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此
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
步紧逼。

桥，承载着军民的鱼水深情。
红军长征出发时，百姓主动送来

门板、床板，甚至寿材，几乎家中所有
可用的木料都用来搭设了浮桥。通
过8个主要渡口、5座浮桥，红军渡过
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途。

于都河，由此有了“长征第一渡”
的不朽名号。

85年，弹指一挥间。紧挨着“长
征第一渡”，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碑巍巍屹立，述说着苏区军民一心、

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桥，见证着于都的沧海桑田。

“如今所有渡口都建起了大桥。”从
5座浮桥到35座大桥，2017年落成的
梓山贡江大桥是最年轻的一座……
1996年参加工作的于都县交通局干部
丁石荣对于都河上的桥梁如数家珍。

“村里的蔬菜无论是北送南昌，
还是南下广东，能少走 100 公里路
程。”距离大桥不到10公里的于都县
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中，一排排现代
化标准蔬菜大棚鳞次栉比，梓山镇潭
头村村支书刘连云对这座大桥感触
最深，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109户，都
参与了蔬菜产业。

红土蝶变，桥并非唯一的见证。
85年前的一个夜晚，距离瑞金叶坪不
到10公里的黄沙村华屋自然村，17
个青年踏上血染的征程。出发前，他
们栽下17棵松树，和家人约定“见松
如见人”。如今走进村口，青松掩映，
一栋栋白墙黛瓦客家小楼拔地而起，
数代人住着低矮破旧、透风漏雨土坯
房的华屋已处处皆“华屋”。

“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
80多年前，毛泽东为解决当地老百姓
喝水问题，带领红军战士挖了一口
井，沙洲坝人从此吃上了干净的井
水。老百姓给这口井起了个名字
——“红井”。

“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让新
中国几代人耳熟能详。80多年后，“共
和国摇篮”瑞金市初心不改，从群众关
心的“小事”做起，把农村安全饮水工
程作为扶贫开发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确保建档
立卡贫困户100%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改造农村危旧土坯房 69.52 万
户，解决546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
题，解决近300万山区群众不通电和
长期“低电压”问题……长期以来困
扰赣南苏区的住房难、喝水难、用电
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正
逐步得到解决。

“从过河的桥，到支持赣南等原
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相关政策出台，大
到战略定位、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小
至村民住房、百姓喝水、孩子上学
……一条主线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在中央苏区史专家凌步
机看来，这就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
初心和使命。

心相通

“喜书记”不姓喜，而姓许。
“他给大伙办了很多事，村民有

喜事都愿和他说，加上客家话中‘许’
和‘喜’谐音，大伙习惯叫他‘喜书记
’。”下乡扶贫两年，江西理工大学驻
兴国县崇贤乡崇义村扶贫第一书记
许立新有了新称呼。

类似的“别称”不在少数：自然资
源部“80后”干部李兆宜曾担任赣县
区五云镇夏潭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
打井发展甜叶菊产业，被称为“打井
书记”；江西省投资集团驻瑞金叶坪
乡大胜村第一书记刘欢迎，为五保
户、低保户以及无房贫困户筹建“梦
想家园”，被称为“欢迎书记”……

赣南是长征出发地，也是苏区干
部好作风发源地。一个个带着亲昵
的别称背后，是一道道心心相印的干
群“连心桥”。

这一鱼水深情的密码，写在时任
红1军团2师4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将
军的《别了，于都河》中：“这里的乡亲
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甚至待我们胜
过亲人——他们帮我们补衣裳，教我
们打草鞋，像逢年过节迎亲人一样，
给我们捧来香喷喷的红薯、红米饭和
可口的菜肴……”

这一鱼水深情的密码，写在80多
年前的山歌声中：“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在艰苦的革命
岁月，党员干部与工农群众一道“有
盐同咸，无盐同淡”，很多苏区干部自
带粮食去办公，一心为民、清正廉洁
的作风赢得群众衷心拥护。

85年后，“苏区干部好作风”再写
新篇。赣州市3509个行政村（社区）
都有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8.59万名干部与29.04万户贫困户结
对，实现结对帮扶贫困户全覆盖。

85年前，老区人民为支持革命，
把自家的年轻人源源不断送上战场，
跨过于都河的8.6万余人，赣南籍红
军达5万多人。

饮水思源，初心不改。为了苏区
的发展，如今42个中央国家机关及有
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已有3批121
名优秀干部深入赣南各县（市、区）、
赣州经开区挂职帮扶。

当挂职期满，所在村子也整村脱
贫，中国日报社挂职会昌县珠兰乡大
西坝村第一书记的冯宗伟却选择再

留一年，一定要等荷花长廊建起、大
棚蔬菜基地市场稳定再说。

面对扶贫“新长征”，来到长征出
发地的干部倾心接力。

再出发

2019年赣州开出的第100列中
欧班列，较2018年开出的第100列整
整提早了7个月。

来自赣州海关的统计显示，今年
一季度，赣州海关共监管中欧班列
（赣州）72班、标准集装箱6356个、货
值12.43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
增长200%、227%、192%，中欧班列
（赣州）跑出了“开门红”。

发出班列的赣州港是全国县级
城市第一个内陆口岸。2016年班列
开通后，南康与欧洲的来往运输时间
从过去的45天降至15天。不靠海、
不沿边，缺乏木材资源的赣州南康，
依靠“买全球、卖全球”“无中生有”出
千亿级的家具产业集群。

“赣南苏区本身就具有创新的底
蕴，当时的政权、教育制度、生产合作
社制度等，都是白纸上建立起来的。”
凌步机说。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行。
赣州港的诞生，是赣州市在新征

程中敢想敢干的生动写照。依托稀
土、钨资源优势，规划建设“中国稀金
谷”；立足产业优势，致力打造“赣粤
高铁”沿线电子信息产业带；紧贴国
家产业导向，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赣南大地异
军突起。

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
意见》出台实施，赣南苏区振兴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

新变化、新气象，在红土地上不
断涌现。

曾经关山重重的长征出发地，正
天堑变通途，驶上跨越发展“快车
道”：2011年至2018年，地区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10%，2018年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固定资产投资
等10项指标增幅居江西省第一。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赣南大地正奋
力前行。 据新华社

跨越“第一渡”长征出发地“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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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8120元。开奖号码：0885974，一等
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二等奖9注，单
注奖金31935元；三等奖181注，单注奖
金1800元。20064079.17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55 期 全 国 销 售
15939642元。开奖号码：081。直选全
国中奖5714（四川254）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
国中奖9907（四川734）注，单注奖金173
元；18494370.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55 期 全 国 销 售
10555046元。开奖号码：08116。一等
奖 61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56100304.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076期全国销售
24430142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033330030330，一等奖全国中奖3255
（四川134）注，单注奖金3362元。二等奖全
国中奖80938（四川4320）注，单注奖金57元。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76期全国销
售 8698086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033330030330，全国中奖227056（四
川10557）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82期全国
销 售 218148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3333130033，全国中奖1017（四川65）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86期全国销售
1199738元。开奖号码：30313030，全国
中奖70（四川8）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
12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