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场射击比赛，董超都将它
比作与自己的搏斗。对这位曾斩获
两届残奥会冠军的射击运动员来
说，战胜自己远比战胜对手有意义。

3岁那年，董超被汽车撞倒，导
致左腿高位截肢；19岁那年，他开始
接触射击，一年后便在全国残疾人
射击锦标赛上崭露头角，一战成名。

2012年伦敦残奥会，董超在
SH1级男子10米气步枪立射60发
比赛项目中摘得金牌，这也是四川
省有史以来第一块残疾人奥运金
牌；2016年里约残奥会上，董超再
次在SH1级男子10米气步枪立射
60发项目中获得金牌，同时创下了
世界纪录。

董超曾设想，如果不练体育，自
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幼年遭受的
不幸或许会在心中结一道疤，成为
成长路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庆幸的
是，体育有催人奋进的力量，让他在
人生中找回阳光和自信。

3岁遭遇车祸
单脚打乒乓展露体育天赋

1985年，董超出生在自贡一
个普通家庭。幼年的他与大多数
男孩一样，活泼开朗，还有几分顽
皮。

而3岁那年的一场车祸却让董
超陷入不幸，“左大腿高位截肢，右
腿植皮，还有这里也留下了印记。”
董超指了指额头。再度提起儿时
的那起车祸，他已能坦然面对。

经历两次全麻手术后，与死神
拔河的董超终于醒了过来，“老天
眷顾我，最终躲过一劫，挽回了生
命。”或许是曾坠入无边的绝望，
黑暗中的一点微光就足够点亮希
望。

只是，与其他小孩有些许不一
样的董超，童年时期难免受到冷漠
与欺负。好在有家人给予的鼓励，
支撑他度过孤独的岁月，“父母常
给我做心理疏导，告诉我只有内心
真正强大起来，才能独立自强。”

小孩天生爱玩，董超亦是如
此。没有玩伴，他就自己玩；不能
跑步跳绳，那就单脚打乒乓球。体
育天赋从那时起便开始展露，“渐
渐地，身边同学都打不过我，我还
拿了自贡市里比赛的第一名。”

19岁接触射击
一年后便夺得射击赛冠军

“如果不练体育，我可能没这
么多朋友，性格更孤僻、自卑一点，
可能找个工作普通地过完这一
生。”董超今年33岁了，练习射击
已有14年。回望过去的人生，他
很感谢当年19岁的自己，在人生
的岔路口坚定地走了下去。

2004年，19岁的董超被推荐
到四川省残疾人运动队训练。两
个星期的测试和考察后，他被选拔
为射击队成员，“射击和乒乓球，一
动一静很不一样。”

当时，面对一项全新的运动，
董超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起点，他
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
没有退路。”董超付出比其他运动
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训练，满脑子
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留下来，进
入省队。”

吃住都在陆上运动学校，训练
从清早七点持续到下午四点半，一
旦训练就百分之百地专注。汗水
与毅力的背后，是董超内心深处的
柔软与不甘心，进入省队，可以给
父母减轻负担，这是其一；不过更
重要的是，“留不下来，我就要回到
以往的生活，庸庸碌碌地过完一
生。”

命运这一次没有辜负董超，他
首次亮相全国比赛，便摘得奖牌而
归。练习射击一年后，董超便在全
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上一战成名，
一口气获得了个人和团体两枚金
牌。自此，董超与奖牌如影随形，
他把每一块奖牌都小心翼翼地收
藏起来——那是对岁月的记录。
奖牌有的放在自贡老家，让家中双
亲一解思念；有的摆放在成都家
里，警醒自己要时刻保持稳定的水
平，谨防被人赶超。

“射击带给我物质和精神的满
足，如今的我早就过了追求成绩的
阶段，更多的是情感上的热爱。”董
超说，只要还能打，就一定会坚持
到最后，不断去完成突破。

战胜自我
捧回我省首块残奥会金牌

射击或许是最挑战自我的一
项体育赛事了，没有激烈的比拼画
面，没有紧张的热身运动，只有与
自己的博弈。“我能保证打10环，
但不能保证打高质量的10环。”高
质量的10环有多难呢？董超打了
个形象的比喻，“10米的10环，就
是在10米外拿圆珠笔点一个点，
那个点是10环。”

2016年里约残奥会，R1－
SH1级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
董超与塞尔维亚选手争夺冠军，

“第三名离我还有3环的差距，这时
恰巧塞尔维亚选手失误了。如果
当时没有纯粹的心态，我也难战胜
自己赢得比赛。”董超说。

“拿到金牌，为什么要哭？”竞
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比赛结果出
来前，你永远无法知晓答案。
2012年伦敦残奥会上，当得知自
己赢得金牌后，董超经历了从诧异
到激动的心态转换。当董超站上
奥运领奖台，现场的欢呼声、祝福
声此起彼伏，他的心情再也无法平
静，情难自禁地掉下了热泪。

“我很少哭的。”回忆起来，董
超仍有些赧然。后来他才知道，那
块金牌是四川省有史以来第一块
残疾人奥运金牌。

拥有幸福的家庭
训练之外都会陪伴儿女
2012年，荣获伦敦残奥会冠

军后，董超与妻子黄雪梅登记结婚

了。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没
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恋爱情节：
2011年，两人经介绍相识。一年
的相处后，两个年龄相似、互相理
解包容的年轻人决意共度一生，这
便是生命中最浪漫的事。

提起家庭，董超更多的是对妻
子的包容与理解的感谢，“她为家
庭牺牲了太多。”生活常常被比赛
与准备比赛所占据的董超，无法将
时间在训练与家庭中分成均等，妻
子常常一个人持家。如果遇到选
拔奥运选手的前一年，董超几乎都
在北京度过，“很感谢她对这个家
的付出。”

如今董超有了两个聪明伶俐
的孩子，遇上难得的休假，他一定
会将时间悉数用于陪伴子女，带他
们去游乐园、去祖国各地游山玩
水。

董超打算，过几年孩子们再大
些，一家四口一起到天安门看升国
旗，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在董超
的教育理念里，孩子不一定要崇拜
父亲，甚至孩子们还不知道他是奥
运冠军，“我只希望他们懂是非、明
道理，健康快乐地成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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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8月18日，“亲水小天使——
2019年首届亲水主题绘画展演”颁
奖仪式在东湖域上和美艺术馆举行，
来自美术教育专家、100强作品获奖
代表、爱心企业和媒体记者等200人
余参加了百强作品颁奖仪式。这也
意味着，在蓉城近2个多月里，让百万
成都市民和游客驻足参观，细细品
味，争相积水点赞的“蓝光亲水小天
使”亲水主题绘画展演圆满落幕。

在颁奖典礼上，前10强作品获
得每人5000元旅游基金；前100强
的作者获得“亲水小天使”荣誉证书
及都江堰水果侠星球套票一套；十
所学校机构获得“亲水小天使——
2019年首届亲水主题绘画展演”最
佳组织奖。

大奖揭晓：
10强作品赢每人5000元旅游基金

活动当天，组委会根据100强作
品展网络热度和专家评审相结合，最
终评选出10强作品，他们分别是：肖
诚睿《地球小树苗》、蔡灵曦《我爱水，
我爱游泳》、夏夕岚《春江水暖》、侯奕
竹《绿水青山》、宋雨宸《夏日冲浪》、
彭靖轩《沙漠地球》、刘沈鑫《生态文
明》、周函羽《最后的绿洲》、冯若丹
《生命之泉—水》、卢雨芹《如果没有
水》。这10幅作品的作者获得“蓝光
亲水小天使公益代言人”称号，以及
蓝光矿泉水提供的税前5000旅游基
金。进行巡回展播的100强作品的
作者也获得“亲水小天使”荣誉证书
及都江堰水果侠星球套票一套。

金苹果城南阳光幼稚园、成都
双语实验学校、成都市熊猫路小学
校、成都高新新华学校、草堂小学、
成都市武侯区童忆天籁艺术中心、
绵阳市游仙区岽方金典幼儿园、成
都高新区加州阳光东苑幼儿园、成
都市新都区加州阳光爱宝幼儿园、
成都市成华区加州阳光幼儿园等十
所学校机构获得“亲水小天使——
2019年首届亲水主题绘画展演”最
佳组织奖。

另辟蹊径：
不以专业水平评定画作水平
6月11日活动启动当天，主办方

上线的H5“水知识互动答题游戏”
短短10天时间里超10万封面新闻
读者参与。同时活动启动以来，共
计收到1300多幅参赛作品，参赛者
既有3-6岁的幼童，也有7-12岁的
小学生。提交的作品包含素描、国
画、油画、水粉画、水彩画、蜡笔画、

版画等多种绘画形式，每一幅作品
都充满着孩子们对水资源新奇的
想象和理解。在经过评委层层筛
选评选出的前100名优秀作品在宽
窄巷子、大川巷、都江堰水果侠、绿
地468伊藤洋华堂、东湖域上和美轮
展，吸引上百万市民欣赏点赞。

在100强作品再评出10强的作
品中，专家评委说：评选的过程很艰
难。因为每幅作品都是独一无二，
都是精品。在画中可以看出小作者
对美丽世界的喜欢，对水资源保护
的责任感。最终，我们评委组决定，
充分尊重各个小作者天马行空的想
法，放弃专业眼光评画作。让新生
代的想象力在我们专家评委的心里
深深留存。

在前十强作品中，一位武汉的
肾脏移植小病患雨芹在病床上创作
的《如果没有水》让人感动。寥寥数
笔，撑起数万人为她集水点赞。通

过她的作品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
息：生命也好、水资源也好，一旦错
过就永远错过。我们要做的就是珍
惜，珍惜我们的身体，守护我们的小
家和大家。

蓝光美尚KPI报告：
把公益环保当作事业一直做下去

四川蓝光美尚饮品股份有限公
司一直秉承“用心滋润生活”的使命，
希望向消费者提供优质健康的产品，
坚实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发展。
本次活动唯一指定冠名品牌蓝光矿
泉水，其四川蓝光美尚饮品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甘宇表示：本次活动一千
多个孩子通过画笔向我们表达了他
们心中绿水青山，感动了上百万观展
者；网络引爆话题更是达到千万。两
个多月亲水主题绘画活动不是终点，
蓝光矿泉水将在今后更多的举办和
公益、环保相关的活动把公益环保当
作事业一直做下去。进一步增强全
民节水爱水意识，培养青少年科学用
水习惯，让更多人成为节约用水的传
播者、实践者、示范者。

此次活动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主办，蓝光矿泉水唯一指定冠名，共
青团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妇女联合
会、成都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
全程指导，四川省诗书画院、四川省美
术家协会、四川省巴蜀画派促进会作
为学术支持，金苹果教育机构、大川
巷·派叁画廊艺术街区协办、蓝光矿泉
水唯一指定冠名品牌支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母琪

“蓝光亲水小天使”亲水主题绘画展演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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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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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空气质量预报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6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川南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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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小雨

中雨

小雨

多云转小雨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多云

中雨转小雨

大雨转暴雨

中雨转大雨

中雨转大雨

小雨转阴

多云转阴

阴

小雨

多云转阴

多云

多云

多云

多云

13-23℃

13-21℃

19-32℃

21-34℃

21-33℃

23-31℃

25-37℃

23-28℃

21-28℃

24-29℃

23-28℃

25-33℃

25-35℃

25-34℃

24-33℃

25-37℃

25-37℃

25-38℃

24-35℃

26-38℃

小雨转阴

中雨

小雨转中雨

小雨转中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阵雨

多云转小雨

中雨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阵雨转中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

多云

多云

多云

13-23℃

12-20℃

18-27℃

20-31℃

22-34℃

23-32℃

25-35℃

23-31℃

21-26℃

23-29℃

23-30℃

24-32℃

24-34℃

24-33℃

23-33℃

24-35℃

26-37℃

26-37℃

24-35℃

25-37℃

成都（16时）
AQI指数 56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达州、广安、西昌、巴
中、雅安、遂宁、资阳、南充、德阳、绵阳、
攀枝花、乐山、眉山、内江
良：自贡、宜宾、广元、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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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8月19日开奖结果

8月 27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话剧
《滴灌》将在成都新声剧场演出；

8月30日至31日，四川艺术节剧目
《根》将在成都金沙剧场演出；

8月31日至9月1日，东野圭吾《信》
音乐剧中文版将在成都东郊记忆演艺中
心演出；

9月12日至15日，《斯拉法的下雪
秀》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9月29日至30日，金士杰主演作品
兰陵40话剧《演员实验教室》将在四川大
剧院演出；

10月13日，经典励志人偶剧《丑小
鸭》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10月27日，大型原创亲子互动儿童
舞台剧《真假美猴王》将在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演出。

吴冰清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9096 期 全 国 销 售
264716811元。开奖号码：02、12、22、23、27、02、
06，一等奖基本1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1注，
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基本96注，单注奖金
527784元，追加32注，单注奖金422227元。三等奖
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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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9455538.67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224期全国销售17783370元。
开奖号码：093。直选全国中奖4716（四川393）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
全国中奖8306（四川343）注，单注奖金173元。
15311110.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224期全国销售10614744元。
开奖号码：09310。一等奖5注，单注奖金10万
元。303565945.6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107期全国销售26325150
元。开奖号码：31303030130030，一等奖全国中
奖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38（四川0）注。

胜平负任选 9场第 19107 期全国销售
19668858元。开奖号码：31303030130030，全国
中奖271（四川14）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18期全国销售
46882元。开奖号码：133133000033，全国中奖4
（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23期全国销售682426
元。开奖号码：10111003，全国中奖18（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0月18日。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8月15日至16日，达州市中心医院班组长及以上党政管
理干部等近300人齐聚一堂，参加该院2019年管理能力提
升培训班。据了解，此次培训班是该院实施“人才强院”战略
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全面提高干部管理能力、干部队伍素
质的有力措施。

培训包括学习经验分享、管理经验分享、中国积分制管
理、医学伦理审查等方面的内容。特别邀请到中国积分制管
理创始人李荣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伦理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盛艾娟做了专题辅导。

“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通过这次培训，拓宽大家视
野，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紧跟时代步伐，增强使命感和责任
感，转变学习观念，积极主动学习，促进学习型医院建设。”达
州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平说。

王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轩

为提高干部管理能力达州市中心医院这样干

成都飞九寨航线又传来好消
息！

8月19日，记者从国航获悉，中
国国际航空公司计划于9月6日恢
复因地震停航的成都飞九寨沟往返
航线。

国航成都至九寨沟航线航班号
为CA4481/2，由国航西南分公司
投入空客A319高原机型，每周一、
三、五、七往返执飞4班，航班时刻

为：去程成都双流机场18：05起飞，
19：15抵达九黄机场；返程为九黄
机场20：25起飞，21：40 降落双流
机场。

此前在8月8日，四川航空公司
已恢复执行成都飞九寨航线，班期
为每周二、四、六，因此从9月6日
起，成都飞九寨沟航线将增至每日
一班。

2017年“8·8”九寨沟地震发生

后，九寨沟景区关闭进入灾后恢复
重建阶段。近日，九寨沟县委县政
府透露，目前九寨沟景区修复工作
进展良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九
寨沟景区有望今年启动试营业，以
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此
外，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已于今
年4月1日结束冬季封山保育工作，
以新的姿态迎接国内外游客。

九寨黄龙机场位于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松潘县，海拔3447米，是
九寨沟、黄龙景区的重要空中交通
枢纽。九寨沟地震发生后，面对无
航班运行状态，九黄机场积极抓好
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和人员教育培
训，确保高原机场处于良好适航状
态。在恢复成都飞九寨航班的基础
上，该机场力争年内陆续恢复重庆、
西安、北京、上海等航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
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
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
上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
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
爆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
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新
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
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等
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
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封 面 人 物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爱国情 奋斗者

四川首位残奥会冠军董超：

单脚征战的枪王之王

董超在比赛中。(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