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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在航天城与宇航员合影，了解航
天文化；在北京先农坛体校与现役运
动员切磋球技，体验竞技体育的魅
力；在北京体育大学参观冠军之路，
感受冠军摇篮的风采；在国家体育总
局训练局的荣誉馆观摩奥运会金牌，
了解一代又一代中国运动健儿的奥
运精神……

8月2日至9日，来自四川省广
元市、宜宾市、巴中市、凉山州、阿坝
州及甘孜州的131名师生，在北京度
过了难忘的北京体育助成长夏令
营。8天的行程，令师生们开阔了眼
界，更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了一颗体
育梦想的种子。

据悉，“2019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
时代”——北京体育助成长夏令营活
动是由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
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共同组织开展，夏
令营得到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体彩
乐善基金的大力支持。

北京体育大学
感受冠军精神风貌

“中国，中国，沸腾的山河，前进
浪潮，波澜壮阔……中国，中国，鲜红
的太阳永不落。”刚刚走进北京体育
大学校门，嘹亮的歌声就吸引了夏令
营师生们的注意力，这是国家队在拍
摄宣传片。

突然，队伍里有人喊：“我认识
她，她是铅球世界冠军！ ”夏令营的
师生们纷纷涌上去和铅球世界冠军
巩立姣合影。

在冠军之路上，师生们看到了李
小鹏、武大靖、杨威、傅海峰等人的脚
印。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仅有一
只脚的脚印——2002年世界残疾人
田径锦标赛冠军汪娟的脚印。这些
脚印让夏令营的师生们真切地感受
到体育大学的运动氛围以及体育冠
军的精神风貌。

在艺术体操训练场边，罗美佳和
彭湘湘盯着体操运动员们轻盈矫健
的身姿，悄悄地赞叹“好美！”她俩都
来自宜宾市长宁县地震灾区。在地震
发生时，彭湘湘所在的学校损毁严
重。而在夏令营里，她们有了一段奇
妙的旅程，准备回去带动大家一起多
做运动。

“今年参加夏令营的孩子比去年
多，大部分来自贫困家庭，他们对体
育十分热爱，还有部分来自地震灾
区。希望这次活动能激励他们参加
体育运动，强健体魄。”随团的四川省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宣传协调小
组副组长、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副秘书长王旻说：“感谢体彩乐善基
金对夏令营活动的支持，希望夏令营
能给孩子们带来一些向上的作用，不
管是学习方面还是身体健康方面，能
起到积极的影响。”

奥运冠军荣誉馆
感受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奥运
冠军荣誉馆，师生们看到了游泳健将
们的签名，感受到了奥运强国的精神
力量，见证了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
在奥运金牌榜前，他们认真地辨认着
奖牌上每一个名字，一种自豪感油然
而生。

17岁的藏族小姑娘尕让准在陈
列着姚明战靴的展示柜前驻足，不肯
离去。尕让准来自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今年读高二，又高又瘦的她酷
爱打篮球。“我很想去跟别的学校打
比赛，还想像姚明一样，代表国家站
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这是尕让准的
篮球梦想，也是很多贫困山区孩子们
的体育梦想。

先农坛体校
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参加夏令营的师生在奥运冠军

荣誉馆里感受到的是荣誉与自豪，而
先农坛体校带给他们的则是体育的
乐趣与魅力。

听见训练馆里的乒乓声，同学们
跃跃欲试，想和现役运动员们切磋切
磋。来自宜宾的何金津是夏令营里
年纪最小的一位，年仅11岁。在与
专业运动员过招时，打了十几个回
合，观众纷纷为她喝彩。

与乒乓球运动员切磋完后，夏令
营的师生们又在体操训练场馆体验
了蹦床、吊环，在球场上学习了英式
橄榄球的玩法。师生们还注意到，在
先农坛体校无论训练场馆内，还是运
动器材上，随处可见“中国体育彩票”
标志。先农坛体校训练科科员张坤
表示：“我们学校是公益体彩的受益
者。正是有了体彩公益金，体育的大
门向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开放，谢谢中
国体育彩票对体育事业和教育事业
所做的贡献。”

中国体育彩票通过体育夏令营
让边远山区的孩子们走出大山，近距
离感受体育的魅力。拼搏进取的体
育精神也会为他们未来的人生之路
注入力量，鼓励他们励志奋斗，奔向
更美好的未来。 （陈童）

公益体彩助成长 努力奔跑向未来
体彩乐善基金支持2019青少年夏令营

四川参加夏令营的师生在北京体育大学合影。

四川青少年在北京与运动员合影。

四川青少年在北京参加体育活动。

跨界玩游戏
觉得玩家是最可爱的人

对王康悦来说，进入游戏领域是一件
“意料之外”的事。大学学财务管理、天天
与数据打交道的他，在2012年因偶然的契
机，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2014年，两人
一拍即合，正式成立了游戏公司——手领
科技。

“很多人觉得游戏创业就是打游戏，其
实不然。”王康悦说，一款游戏从研发到上线
再到后续运营，每个环节都不简单。工作忙
起来，即便是周末，他们也不停歇。

王康悦运营着一个700人的玩家群，每
天与核心玩家交流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不仅与玩家交流、交朋友，还会采纳玩家对
游戏的建议。

“玩家是最可爱的一群人。”王康悦说，
因为玩家会给予游戏毫不吝啬的赞美和批
评，这两种声音对他们都很重要。

从网游转型独立游戏
一半员工辞职

从 2014 年到 2016 年，为顺应市场需
求，手领科技先后做了两款网络游戏，但在
商业变现上并不理想。

几个联合创始人共同讨论，寻求转型。
他们发现，市场上的独立游戏画面精美，玩
法新颖，这恰好是他们擅长的，于是决定从
网游转做独立游戏。

“做出这个决定后，公司一半的员工提
出了离职。”这是因为大多数游戏从业人
员的目标是做大型网络游戏，就算独立游
戏做得再好，营收也赶不上网络游戏的十分
之一。

开弓没有回头箭，2017年底，手领科技
第一个独立游戏《迷雾侦探》正式立项，并在
一家网站发起众筹。没想到的是，目标金额
为5万元人民币的众筹，不到一小时就完成
了目标。今年4月底，游戏在Steam上架，
并在近日的ChinaJoy获原创艺术游戏大赛
最佳美术奖。

近年，游戏行业经历震荡，一些中小型
游戏公司面临倒闭，创业者压力可谓巨
大。一款独立游戏动辄上百万元的投入，
加之游戏版号的收紧，游戏创业还是一门
好生意吗？

王康悦坦言，光从资金投入来看，创业5
年间，自己的投入将近100万元，而整个公
司的投入更是达上千万元。怕不怕投入打
水漂？他说：“创业总与风险为伍，何不选择
喜欢的事情去赌一把？”

去上海参加ChinaJoy，是王康悦在游
戏领域浸润5年后，对自己的一次检验。5
年来，他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门外汉”到上
台领奖，当初一腔热血共同奋斗的朋友，大
多已结婚生子，他们中很多人已退出这个
行业，但也有人还在继续坚持。“这些继续
坚持的人，让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有希望。”王
康悦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申梦芸

征集令
成都创客，欢迎来战！

爱国情 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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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创客报名通道

扫二维码

成都高攀路上，一个旧工厂改造的创意
产业园内，藏匿着很多内容制作团队，王康悦
的公司便坐落于此。

穿一条短裤、趿拉着潮牌拖鞋，一只金毛
犬在脚下转悠……在游戏行业浸润了5年后，
这个看似随性洒脱的90后CEO，刚刚从
2019 中 国 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捧奖归来。

本期成都创客，对话成都手领科技联合创
始人兼CEO王康悦，聊聊游戏创业背后的故事。

手领科技创始人王康悦：

跨界创业
开发独立游戏获奖

8月 8日，以“健康中国 你我同
行”为主题的活动，又一次掀起了全
民健身热潮。这一天，四川、辽宁、吉
林、福建、江西等地的健身达人走出
家门，来到不同的场地享受健身乐
趣。比如，酷爱轮滑的少年，善跳广
场舞的阿姨，爱打“3对3”的篮球少
年……

身边随处可见的体育健身工程、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公园、健身
广场、户外营地、健身步道等免费、方
便、实用的健身活动器材和场所，让
运动健身成为人们必备的生活方
式。而这些公共体育设施的资金来
源，即是体育彩票公益金。作为体育
事业支柱型的资金来源，体育彩票公
益金的助力让“全民健身日”活动精
彩纷呈、形式多样。在这一天，多地
体彩中心都精心组织了健身活动，为
节日添彩。

南充
体彩送好礼全民健身成时尚

8月5日，“健康中国 你我同行”
2019全国“全民健身日”活动四川省
分会场南充活动现场启动仪式在南
充市民健身中心举行。

全民健身，体彩同行，南充体彩
分中心为当天的活动带去了别样的
风采，在体育活动现场，上千名健身
爱好者身穿印有体彩标识的运动衫，
成为一道风景线。

在国民体质监测现场，市民享受
着体彩公益金带来的健康服务。在
体彩地推活动现场，大家纷纷驻足观
看体彩公益金宣传展示，用手机扫码

参加各种互动游戏，对赢得的小礼品
爱不释手。

很多市民朋友说，以前不了解体
育彩票，现场看了宣传展示才知道体
育彩票为社会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有
空一定买几注彩票，支持中国体育彩
票也就是支持国家公益事业。

成都
为群众解答体彩公益金用处

“体彩公益金都用到哪里去了？”
“我们身边的健身器材有没有用到体
彩公益金？”关于体彩公益金的用途，
群众心里装了十万个问号。

不过，这些疑问，都被成都的党
员志愿者们逐一回答了。当刘婆婆
听说2018年体彩公益金用于援建公

共体育场地设施和捐赠体育健身器
材花了124345万元时，感到有点惊
诧。志愿者还告诉刘婆婆“支持各地
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59000万元，
用于支持地方建设社区健身中心、体
育公园设施、健身步道、自行车道设
施等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刘婆婆听后，连连说“哦，真没想
到，体彩公益金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离我们一点儿都不远。”

8月8日，在成都市温江区举办
的以“健康中国 你我同行”为主题的
2019年全国“全民健身日”活动暨四
川省百城千乡万村全民健身运动成
都市启动仪式现场上，成都动员和引
导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活
动、宣传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
形象。活动现场，围绕全民健身活动
主题，开展了系列体彩宣传工作。其
中，开展的中心支部志愿服务队咨询
服务成为亮点，当天，党员志愿者为
10多名热心群众解答了“体彩公益金
用处、体彩玩法和领奖方式”等相关
问题。此外，还搭建了公益体彩大型
宣传桁架，对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助
力成都全民健身事业、竞技体育发
展、体育扶贫进行了全面展示；会同
省体彩中心在活动现场设置了体彩
即开型彩票促销点，吸引了100余名
健身群众参与购彩。

此次活动，不仅渲染了全民健身
日活动气氛，更有效展示了体育彩票
为国家公益事业和全民健身事业发
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吸引了更多群
众参与和关注体育彩票及公益事业，
扩大了中国体育彩票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丰佳佳）

体彩公益金发力
每天都是健身日

南充活动现场。 成都活动现场。

市民在现场扫码参加活动。

Chengdu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
璐）8月13日，世警会网球项目如
火如荼进行，众多网球好手在炎
炎烈日下挥汗击球。当天一共进
行了71场网球比赛，共产生了2
个项目的冠军，来自天津的中国
选手谢颜泽/李艳玲摘下女双30
岁以上组别金牌；来自泰国的诺
帕万/朱拉拉克获得女双18岁以
上组别冠军，成都姐妹花冯怡嘉/
高虹斩获银牌。

在备受关注的一场男单18
岁以上组别较量中，来自成都的
卫冕冠军邓宏博不负众望，以7：
5、6：2战胜对手，拿下了他本届
世警会的首战。赛后邓宏博接受
采访时说：“比赛一开始比较艰
难，后期逐渐找到了节奏。由于

前两天没有比赛，希望借这个好
的开始找回状态，争取在接下来
的比赛有更好的表现。”

中国组合谢颜泽/李艳玲在
女双30岁以上组别中以两个6：1
击败瑞士选手，为中国队摘得本
届世警会第一枚网球项目的金
牌。喜上加喜的是，在女单30岁
以上组别中，谢颜泽与双打搭档
李艳玲会师决赛，这意味着中国
选手已提前锁定金牌。

收获女双18岁以上组别银
牌的冯怡嘉/高虹赛后表示，对手
很强，比赛抱着向对手学习的心
态，双打最重要的就是队友之间
的默契配合，这次配合得非常不
错。除此之外，冯怡嘉还将与邓
宏博搭档出战混双半决赛。

世警会激战 中国军团网球摘金

世警会消防专项比赛 成都消防员夺冠

华西都市报讯（川报观察记
者 陈松）8月13日下午，在世警
会消防专项比赛的第二项——消
防百米障碍赛中，来自成都市消
防救援支队的闫春江以1分02
秒的优异成绩获得“18岁+”比赛
组冠军。这是我省消防队员目前
在世警会消防专项比赛中取得的
最好成绩。

25岁的闫春江来自成都市
第13消防中队，是该中队特勤1
班班长。他告诉记者，下个月，他
加入消防队伍就5个年头了。5
年来，闫春江始终战斗在灭火救
援第一线，在没有出警的时间里，
他带领着全班苦练消防救援技
能，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日积月
累下来，他练就了坚强的意志、过
硬的技术和强健的体魄。“消防百

米障碍赛设置的内容，其实与我
们平日训练的内容差别不大，只
是要求更高更严。”同时，为了在
世警会消防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闫春江与从各地抽调的消防员组
成集训队，有针对性地苦练了4
个月。

谈及比赛，闫春江坦言，消防
百米障碍赛参赛的消防运动员很
多，中外强手林立。开始比赛前，
他还是很紧张，想要取得好的成
绩，感觉压力很大。“开赛前15分
钟，我找个地方坐下来，先是深呼
吸，后闭上眼提醒自己，不去管成
绩，发挥正常水平就行了。”闫春
江说，开赛哨声一响，他的头脑中
就只有比赛内容了，“后面还有多
项比赛，把平常训练的发挥出来
就行了。”

6小时空中救援！
从九寨沟转运受伤男子到成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宁芝 刘
开怡）8月 13日下午6点02分，
伴随隆隆的声音，一架专业医疗
直升机抵达省医院附近的港泰大
厦停机坪，医护人员用担架抬下一
名全身多处严重骨折的伤者。10
分钟后，伤者被救护车送到省医院
急诊科接受进一步治疗。

这次从九寨沟转运伤员到成
都，是距上次宜宾长宁地震航空
转运伤员后又一次成功的空中救
援，标志着成都市空中急救开始
进入日常化。

据了解，本次转运的伤者为
一名19岁男性，因被高处坠落的
重物砸伤，全身多处严重骨折，并

伴有休克出血症状。
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陈

锋全程参与了此次空中救援。他
说：“成都飞九寨沟不是直飞，是
绕着山谷飞行。九寨沟海拔高，
高空低压，但直升机飞行得非常
平稳，医护人员也做了充分的准
备，将伤员顺利送达了医院。”

省医院应急办主任科员、国
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总协调
黄雷介绍，飞机从成都起飞，到接
到病人后飞回成都落地，总共用
时6个小时左右，“这次空中救援，
标志着空中急救开始日常化，我
们能借助先进的空中救援体系，
帮助更多的急危重伤员。”

王康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