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19.9.7
星期六

责
编
王
萌

版
式
詹
红
霞

读
四
川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0-27 C
阴天有中雨
偏北风1-2级

20-28 C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6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4时）
AQI指数 62 空气质量 优
优：攀枝花、泸州、马尔康、康定、巴中、遂宁、内
江、雅安、资阳、绵阳、德阳、宜宾、西昌、南充
良：广元、眉山、乐山、自贡、广安、达州

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5—75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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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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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

中国体育彩票9月6日开奖结果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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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至14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
剧《莎士比亚别生气》将在成都东郊记忆
演艺中心演出；

9月15日，《“鼓动非洲”来自非洲大陆
的激情节奏》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9月19日晚，成都新声剧场将演出第
二届四川艺术节参演话剧《红色征程》；

9月27日，惠民演出大型原创舞剧《杜
甫》将在广安大剧院上演；

10月11日至12日，四川大剧院开幕大
戏歌剧《图兰朵》将隆重上演；

10月20日，大型电影主题管乐视听音乐
会《复仇者归来》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举行；

10月27日，上海金星舞蹈团现代舞
《野花》将在成都华侨城大剧院演出。

7星彩第19104期全国销售16510204元。开
奖号码：5456079，一等奖0注；二等奖16注，单注奖金
27481元；三等奖159注，单注奖金1800元。
49752079.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242期全国销售18299124元。开奖
号码：892。直选全国中奖7080（四川396）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7324（四川1086）注，单注奖
金173元。16657814.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242期全国销售11980194元。开
奖号码：89248。一等奖55注，单注奖金10万元。
323356873.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117期全国销售26548188
元。开奖号码：10130300030331，一等奖全国中奖
269（四川11）注，二等奖全国中奖7065（四川325）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17期全国销售
11711902元。开奖号码：10130300030331，全国
中奖38855（四川1861）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29期全国销售
309322元。开奖号码：100033001311，全国中奖
471（四川21）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34全国销售905988元。
开奖号码：13121011，全国中奖314（四川25）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5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9月5
日上午在京举行。

座谈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张富
清等58位同志被授予第七届全国道德
模范荣誉称号，张佳鑫等257位同志被
授予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其中，四川2人当选全国道德模
范，8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四川
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飞行员、A320
机型B类教员刘传健，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四川省甘孜县分公司驾驶员其美多
吉当选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道德模范每两年评选表彰
一届。截至目前，共评出408位全国
道德模范和1740位提名奖获得者。
这些模范人物都有着感人肺腑的事
迹、催人奋进的力量，生动诠释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集中

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充
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

9月6日，刘传健、其美多吉从北京
载誉回到成都，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的采访。

道德模范载誉回川
刘传健、其美多吉当选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9月6日下午，第七届全国道德
模范其美多吉从北京回到成都。
当记者见到他时，这位高个子康巴
汉子的笑容一如既往地淳朴。“9月
10号就是我的生日，感谢党和政府
给予我的这份荣誉，这可能是我收
到的最好生日礼物了。”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有
一条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
线邮路”。曲折险峻的道路，一
年中大半时间都被冰雪覆盖。
其美多吉在这条路上安全行驶
了30年。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
一种“牺牲”，“我只想对得起这
份工作。”

幸福时光
30年奉献不算“牺牲”
送高考录取通知书时

感觉最幸福
在普通人眼里，道德模范就

是具有牺牲小我、维护大我言行
且事迹典型和突出的人或集体。
当记者问及其美多吉的奉献时，
他却表示自己做的事情并不能称
作“牺牲”。

“其实凭良心说，不敢说牺
牲。对于我的工作，公司也给予
了我回报，让我能够养活自己的
家庭。我只想对得起这份工作，
做好领导分配的任务。”虽然其美
多吉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轻描淡写，然而“雪线邮路”上却
常常险象环生。面对雪崩、滑坡、
泥石流甚至歹徒抢劫，其美多吉
在这条路上安全行驶了30年，把
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四面八方的
邮件传递、投递到雪域的每个角
落，他被乡亲们称为“雪山上的雄
鹰”。

他说，曾经由于交通不便，乡
亲们为了购买药品得走上几百里
路，随着快递服务的逐渐普及才有
所改观。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其
美多吉谈到自己最幸福的时刻就

是每年送高考录取通知书。每当
这段时间，看着乡亲和孩子们脸上
期盼的目光，其美多吉就会感觉这
不仅是一份工作，“真的就是在做
一件善事。”

当地乡亲对于其美多吉工作
的认可也令他感动。有时候邮车
抛锚了，乡亲们会无偿帮忙守车，
有的人甚至将自家的看门狗拴在
邮车旁边。

新的责任
现今工作比过去更忙
教导儿子做人做事
要“对得起良心”

2017年9月26日，雀儿山隧道
开通。曾经被称为“鬼门关”的
垭口，如今变成通途。但其美多
吉却笑着说，随着电商逐渐在甘
孜州普及，如今的工作相比刚开
始上岗时更为繁忙。“我一开始
开的车只有4吨，进德格县的邮
件都只能装三分之一，现在换成
了12吨的货车，每天两辆邮车都
是满载。”

随着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
其美多吉也意识到新的责任，那
就是引领、带动更多的后辈积极
向上。其美多吉还记得，一名员工
受到了领导的批评，略带情绪地对
他说，自己本来想把事情做好的，

“我就说，工作不是义务劳动，既然
做了这个工作，你就有责任把它做
好。”

扎西泽翁是其美多吉的小儿
子，今年27岁，如今他也成为了父亲
的同事——在甘孜县邮政分公司做
邮运调度员。其美多吉教导孩子
的方式也很朴实，“具体的工作他
自己知道，我就告诉他做人做事都
要对得起良心，认真对待手里的工
作，对得起公司给的报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尚智 见习记者 金玺

摄影 雷远东

9月30日，电影《中国机长》将
在全国影院上映，该片根据2018年
5月14日川航3U8633航班成功备
降真实事件改编，讲述“英雄机组”
在万米高空临危不乱、经受住重重
考验、成功处置险情的故事。

影片中机长的原型，就是四川
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飞行员刘
传健。最近，他获得了一份至高荣
誉：当选为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没想到做了一件职责范围内
的事情，获得这么高的荣誉。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会对自己有更严格
的要求，提高业务素质和水平。”9
月6日，刘传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奖不
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各行各
业劳动者的褒奖。

谈复飞
万米高空完成史诗级备降
去年11月已重返蓝天
距离川航“5·14”事件已过去一

年多，刘传健偶尔还是会想起那天的
场景。“没办法说忘记，就像开车擦挂
一样，之后好几天开车都会有阴影。
又比如，我们在某个酒店举行了婚
礼，即使过了三五年，每当路过酒店
的时候，依然会不自觉多看两眼。”

2018年5月14日早上6点，从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出发前往拉萨
的四川航空3U8633航班在成都区
域巡航阶段时，右座前风挡玻璃破
裂脱落。驾驶舱的温度突然下降
到零下40℃，面对强大的气流和极
低的温度，机长刘传健临危不惧，
靠着顽强的意志力和过硬的技术，
历时34分钟成功将飞机降落在成
都双流国际机场的跑道上，确保了
119名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的生命
安全，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

后来，刘传健的事迹被广泛报
道，中国民用航空局、四川省人民
政府授予他“中国民航英雄机长”
称号，此后他还获得“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最美
退役军人等荣誉。

成功备降后，刘传健经历了一
场心理煎熬。“刚开始那段时间，我
每天睡不着，一躺在床上，脑海中
就会无意识冒出飞机上的镜头。”
刘传健回忆，当时公司、民航局、科
研单位都请来了心理咨询专家，通
过谈心等方式帮助机组人员进行
心理恢复，“三四个月后，这种情况
就缓解了，心理医生说我们恢复得
不错。”2018年11月16日，刘传健和
与他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其他8
位机组同事重返蓝天，成功执飞成
都到北京的航班。

谈敬业奉献
28年来坚持不懈飞行

飞行时长已超1.3万个小时
刘传健的事迹，在国际航空界

也引起了轰动。空客公司调整了
飞行手册，将刘传健的一系列操
作，设计为规范流程。今年3月，空
客公司还特别邀请刘传健在空客
第25届全球安全年会上发言，向全
球同行讲述川航“5·14”事件的飞
行处置。据悉，这是空客公司第一
次邀请中国内地飞行员到会发言。

“‘5·14事件’只是工作中的一个
插曲，我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工作
状态。”刘传健说，现在的生活节奏和
以前差不多，除了飞行外，增加了一
些管理上的工作，主要在培训方面。

有时，他会被大家称为中国版“萨
利机长”。在他看来，两者不能进行比
较，“我只能说做了一个应该做的事
情”。实际上，事发当天的情况更紧急。

飞行28年，刘传健的飞行时长
已超1.3万个小时。他表示：“从高
中毕业开始，我的生活就一直没有
离开过飞行，只要身体允许，我会
一直飞下去，因为我热爱这个事
业。我愿意飞到60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 雷远东

我热爱飞行事业，
条件允许会飞到60岁

““英雄机长英雄机长””刘传健刘传健：：

1959年的音乐爱情电影《五朵
金花》，曾是不少人的经典影片记
忆。

该片讲述了白族青年阿鹏与苍
山公社副社长金花在大理三月街一
见钟情，次年阿鹏走遍苍山洱海寻
找金花，经过一次次误会之后，有情
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

2019年 9月6日下午，电视剧
《新五朵金花》剧本研讨会在成都举
行。

导演孙艳华、作家阿来、彝族文

化专家陈国光、国家一级编剧钱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等
文化名家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并发
表看法和建议，力争打造出精品。

原版《五朵金花》是一部轻松
活泼、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喜剧影
片，看过之后让人心情舒畅愉快。
影片中展示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力
量、创造幸福的源泉以及忘我劳动
的精神。

“只有我们创作者对人物有了
实实在在的真情实感，拍出来的东

西才有可能打动观众。”作为《新五
朵金花》的导演，孙艳华透露新版故
事发生在凉山的一个扶贫村，主要
人物和故事将本着以小见大的原则
展开。

“反映第一书记、村支书这些一
线基层干部和当地彝族村民，如何
从不了解到携手共进，走向乡村振
兴。想展现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理
解和帮助。”孙艳华说，凉山和彝族
这两个关键词，将成为最主要的艺
术特色，“高寒地带的奇美风光、传

唱千年的山歌、优秀的传统文化，都
将是我们的影像。”

“剧本截至目前，前后出了四
稿，请了十余位编剧和导演前往凉
山采风，寻找更多的可能，”凉山文
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康介绍
《新五朵金花》情况时透露，主创能
否沉下来，成为制作团队的选择标
准。

“此后我们留出了一年时间，对
剧本和拍摄进行进一步完善，预计
明年中下旬进入后期。”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秘书长李立则从剧本结构、人物
角色、文化展示、原创音乐等方
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立认为“戏剧整体结构还
可以更好，人物的转变过程也可
以有更好的深度和冲突。”

此外，作家阿来、一级编剧
钱滨、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罗伟章等，也从现实主义力
度、历史延展度等方面发表了
意见，并为剧本修改完善建言
献策。

研讨会上，众专家集思广
益，在创作高度和思路上达成了
不少共识，为该剧的下一步工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颖

《五朵金花》要拍新版了
名家齐聚成都为剧本“把脉”

往返“雪线邮路”30年
我只是想对得起这份工作

““雪线信使雪线信使””其美多吉其美多吉：：

刘传健 其美多吉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哈尔滨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北京安创融汇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利息
债权、违约金债权）依法转让给北京安创融
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与北京安创融汇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北京安创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上述债权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
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北京安创融汇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抵押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还款账户户名：北京安创融

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环支行，账号：
110916623610201； 联 系 电 话 ：
18081980340，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
八里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CN09)。

特此公告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北京安创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7日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北京安创融汇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名称
卢晓平
闫丽红

借款合同编号
成都成业2018年-0421号
成都成业2018年-0219号

担保人
卢晓平
闫丽红

抵押合同编号
抵2018028001693
抵2018028001280

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ZQZR2019-FC201808204469N
ZQZR2019-FC201807267840N

债权转让签订日期
2019年3月29日
2019年3月29日

“优教青羊·师意芬芳”
教师节晚会上

院士和奥运冠军忆恩师
9月6日晚，成都青羊教育人汇聚一堂，参

加由成都市青羊区教育系统主办的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暨第35个教师节教师风采展示
活动。一台温馨而隆重的“优教青羊·师意芬
芳”教师节晚会上，国家级、省市区各级各类优
秀教师代表、学科带头人、优秀校长、师德标兵
以及教龄超过30年的老师们、年轻的新教师群
体，站在追光灯下，感受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

青羊区现有教师6000余名，学生8万余
人。近5年来，有4.6万余名学龄前儿童、4.9万
余名小学生、3.6万余名中学生从这里起航。全
区有2000余名区级以上骨干教师，全国优秀
教师、省市特级教师、校长、骨干教师等高层次
人才260余人。从这里更是走出了13名院士。

晚会现场，曾于1965年在成都市泡桐树小
学就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碧、毕业于成都市
草堂小学的奥运冠军冯喆深情回忆起自己与
母校的点点滴滴。石碧院士更是清楚地说出
了教自己语文、数学、英语的老师姓名。“我遇
到的每一位老师都是那么的优秀，是他们使我
爱上了每一门学科。”石碧谦逊地表示，自己教
书37年，都还没有赶上自己老师的敬业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