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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0月19日开奖结果

成都（16时）
AQI指数 29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绵阳、攀枝花、广元、资阳、
内江、西昌、巴中、遂宁、乐山、眉山、南充、达
州、广安、自贡、德阳、泸州、雅安、宜宾

2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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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呼吸
19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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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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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转小雨

晴转小雨

晴转小雨

晴

晴转小雨

晴转小雨

小雨

晴转小雨

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晴转小雨

晴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小雨

小雨

晴转小雨

小雨

晴

晴转多云

4-19℃

6-14℃

14-25℃

15-29℃

13-21℃

15-22℃

15-20℃

15-20℃

15-19℃

16-20℃

16-21℃

15-20℃

16-20℃

16-21℃

17-22℃

16-21℃

15-21℃

16-21℃

15-22℃

16-23℃

小雨转晴

小雨

小雨

晴

小雨转多云

小雨转多云

中雨转多云

小雨转晴

小雨

小雨转中雨

小雨

小雨

小雨转中雨

小雨转中雨

小雨

小雨转中雨

中雨转多云

中雨转小雨

中雨转多云

中雨转小雨

5-15℃

6-13℃

14-24℃

17-29℃

13-17℃

14-18℃

14-17℃

15-18℃

14-18℃

15-18℃

14-19℃

14-18℃

15-19℃

15-20℃

15-20℃

15-20℃

14-18℃

16-19℃

14-19℃

15-19℃

10月25日至27日，穿“乐”眉山东坡
音乐节将在眉山市东坡湿地公园举行；

11月 9日，经典亲子童话剧《胡桃夹
子》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11月9日至10日，美国原版音乐舞台
剧《汪汪队立大功2-海盗的宝藏》将在四
川大剧院演出；

11月16日，《星球大战-以色列钢琴家
爱莲娜·古赫维奇影视金曲音乐会》将在成
都特仑苏音乐厅举行；

11月21日至22日，百老汇原版音乐
剧《芝加哥》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11月29日至30日，陈佩斯喜剧作品
展演《阳台》将在四川大剧院举行；

11月30日至12月1日，重喜剧《你若
安好，那还得了》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
出。

超级大乐透第19119期全国销售
296906555元。开奖号码：03、06、09、23、
34、02、11，一等奖基本4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追加4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
基本83注，单注奖金611893元，追加25注，
单注奖金489514元。三等奖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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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0995410.67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278期全国销售16418106
元。开奖号码：194。直选全国中奖4785
（四川310）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16092（四川1192）注，单注奖金173
元。20117572.0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278期全国销售9970414
元。开奖号码：19409。一等奖50注，单注
奖金10万元。361158200.08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138期全国销售
14573040元。开奖号码：33311031011113，
一等奖全国中奖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21
（四川1）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38期全国销售
20781780元。开奖号码：33311031011113，
全国中奖548（四川29）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50期全
国销售92892元。开奖号码：111110131111，
全国中奖3（四川1）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55期全国销售
340322元。开奖号码：00000100，全国中
奖11（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2月
1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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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100种理由让你来到
四川，总有一种理由让你爱
上新都。

这里拥有升庵桂湖公园，还有
千年古刹宝光寺、新晋“网红”打卡
地天府沸腾小镇……每一处都具有
独特的魅力，每年吸引着无数游客
纷至沓来。不仅如此，一份美食、一
个陌生人的善意、一张笑脸，都有可
能成为你爱上新都的理由。

机会来了，在省政府新闻办公
室指导下，10 月 18 日，由当代中国
与世界研究院、中国互联网新闻中
心主办，封面新闻、成都市新都区委
宣传部共同承办的2019“讲好中国
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四川赛区暨“爱
上新都的100个理由”创意短视频征
集活动正式启动。快拿起镜头，记
录您心中新都最动人的瞬间吧！

征集创意短视频
用镜头记录最美新都

作为近年来成都市最受欢迎的
网红打卡点之一，天府沸腾小镇早
已在朋友圈火了。周末闲暇之时，
走进玛歌庄园、沸腾码头，你可以
漫步于湖边，近距离欣赏山水相
映的大美景致；夜幕降临，火辣
沸腾的美食火锅和流光溢彩的灯
光美景，是这里最具人气的夜间
消费场景。

五光十色的灯光营造出梦幻的
场景，游客们吃着火锅唱着歌，欢声
笑语一片。随着“火锅+音乐+绿
道”的新旅游方式风靡各大社交平
台，这里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网
红”打卡地。

除了照片、文字等常规方式外，
在短视频盛行的今天，将美景用镜
头记录下来，已成当下最潮的打卡
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网友青睐。随
着5G时代到来，短视频正成为内容
叙述的主要表达方式。与此同时，
短视频正逐渐进入规范化、精品化
的发展轨道。

2019“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
大赛四川赛区暨“爱上新都的100
个理由”创意短视频征集活动，将以
视频、短视频征集为主，形式包括但
不仅限于短片、vlog等形式，作品
分为人物纪实类、文化传播类、风光
类和创意类四个类别，内容需积极
向上，并体现新都元素。

全区“组团”参赛
视频爱好者花式“表白”

这样一个向新都、向祖国“表
白”的好机会，怎能少了年轻人的身
影？“爱上新都的100个理由”创意
短视频征集活动启动后，四川农业
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四川师范大
学、四川音乐学院、四川传媒学院、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等高校代表将

“组团”参赛。
年轻人如何讲述新都故事，他

们有哪些独特视角？“伴随互联网长
大的新一代青年，有更强的表达意
识。随着他们的加入，比赛会更具
创新与活力，视频内容也将呈现出
青春态度。”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年轻群体如何讲述新都故事、中国

故事，将是本次大赛的一大亮点。
除了各大高校以外，新都区内

的各镇（街道）、部门、企业等单位及
个人也是参与本次创意短视频征集
活动的中坚力量。

上千亩梨花在清流镇纵情绽
放；作为全国八大赏荷地之一，桂湖
公园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摄影、摄像
爱好者前来拍摄；在马家尖锋运动
小镇，游客可以享受滑雪、飞伞等极
限运动带来的快感…….

上述画面，在已提交的几十个
参赛短视频作品中一一呈现，作品
提交者中既有新都区各镇（街道）、
部门单位，也有短视频爱好者、高校
学子等，展现了新都蓬勃向上的精
彩风貌。

新都的好故事
是你镜头里的绝佳素材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新都区
接待旅游人数103.98万人次，同比
增长10.62%；实现旅游收入2.42亿
元，同比增长13.73%。什么美景吸
引游客前来？哪些能成为参赛者镜
头里的素材？

在新都，一条规划全长821公
里的香城绿道环绕全区，串联山水
林田形成“田园生态网”。 其中，毗
河绿道是香城绿道的核心轴，成为
市民“亲近自然、享受生活”的最佳
去处。每当周末或节假日，市民漫
步毗河河岸生态走廊或骑着自行车
徜徉，悠然享受健康绿道生活。

在斑竹园镇，在乡村办音乐会
成为一种时尚。当前，斑竹园镇正
以音乐小镇为目标，全力建设特色
文化乡村，音乐小镇的产业逐渐多
元化。在新繁镇拾里庭院，其独有
的“共享庭院”模式为全国首例。秉
承“传承、开放、共治、共享”的产业
理念，拾里庭院完整地保护了当地
林盘本底及老建筑本底，通过“商住
分离”的产业规划设计，实现了本地
村民“住其中、享其果”的“商住一
体”新农村产业生态。

地铁疾驰、物流川息，这些高新
产业无一不彰显着香城铸造的产业
新实力。轨道交通、航空、现代物
流，新都三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的
背后，也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提
供了最佳素材。

新都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新
都的发展，市民感同身受。无论您
是参与者、还是见证者，都可以拿起
镜头，记录身边的新都故事，与全国
网友分享您爱上新都的那个最独特
理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 杨金祝

省委宣传部国际传播与对外
推广处副处长宁光霞：
搭建“讲好中国故事”平台
挖掘更多讲故事人才

“讲好中国故事，新都有着独有的优
势。我们期待通过这次活动了解新都的
名人名篇、蜀工蜀艺，也企盼通过短视频
看到新都人抢抓机遇、深化改革、攻坚克
难、砥砺奋进的感人故事。”在活动仪式
上，省委宣传部国际传播与对外推广处
副处长宁光霞提到，发起举办“讲好中国
故事”创意传播大赛的初衷，就是为了面
向国内外，挖掘更多既具有中国特色又
彰显国际风范的好故事，同时发现更多
既具有中国情怀又具备国际视野的讲故
事人才，营造人人都来讲好中国故事的
浓厚氛围。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每一个参与者
的努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搭建讲好中
国故事的平台。”宁光霞表示，此次大赛
正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平台，也希望
通过讲好中国故事的形式，整合各方面
资源，扩展传播与推广渠道，坚持请进来
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强对外人文交流合
作，推动四川文化走出去，将四川故事讲
给更多人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副院
长江霄：
年轻群体拥有丰富的创意
创作短视频有独特的优势

“讲好中国故事其实就是讲好我们
身边的故事，讲好我们身边发生的凡人
小事，从小事件中挖掘情感和细节，从而
得到受众的认同。”现场，西南石油大学
艺术学院副院长江霄表示，大学生群体
对生活拥有强烈的表达意识及丰富的创
意，他们在创作短视频的过程中有独特
的优势。

随着大赛启动，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
院将组织老师和同学们共同创作讲好新
都故事的短视频。“我们教学中也有短视
频的课程，借这个机会，希望同学们能够
踊跃参与进来。”同时，她表示，希望本次
活动能够通过短视频讲好新都故事，以文
化传导为出发点，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
城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解读，让年
轻人担负起记录新都变化的责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邱静静上传作品

扫二维码

“爱上新都的100个理由”创意短视频征集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作品征集

时间：2019年10月底前
（一）作品题材：
1．人物纪实类：以真实生活

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
象，或根据真实事件改编、重现的
作品等；

2．文化传播类：美食文化、地
域特色文化、生态文化等方向的作
品；

3．风光类：以影像记录城市
和乡村的变迁，展现地方之美；

4．创意类：动漫、沙画、MG动
画、虚拟现实创作等创意作品。

（二）作品体裁：视频和短视频
视频类作品为 8 分 30 秒-11

分 30 秒，短视频类作品为 2 分 30
秒-3分30秒；

（三）报送方式
下载“封面新闻APP”，已下载

封面APP的用户，可直接点击链接
（http://h5.thepage.cn/
2019cycbds/）上传视频。

征集活动吸引年轻人。

“爱上新都的100个理由”创意短视频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更多香城精彩等你来讲述

10月19日晚，由中国文联、中
国音协主办，成都市政府承办的第
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在成都开
幕。本届金钟奖由权威音乐赛事、
高端音乐演出、基层惠民活动三大
内容组成，各项比赛于10月20日至
27日举行，28日举行颁奖典礼暨闭
幕音乐会。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设表
演奖四项：声乐（民族、美声）、器乐
（小提琴、二胡），共计42场高水准
的音乐比赛。除此之外，在成都天
府云端音乐厅还将举行5场“放歌
十月·盛世金钟”专场音乐会，杭州
爱乐乐团、贵阳交响乐团、四川音乐
学院交响乐团、成都乐团以及往届
金钟奖获奖选手代表将联袂演出。

“放歌十月·盛世金钟”是本届
金钟奖的主题，而它带给大家的首
次震撼，便是19日晚举行的开幕音
乐会。音乐会由著名歌唱家郁钧剑
担任总导演，宋飞、余隆、张国勇、廖
昌永、谭利华、阎维文、殷秀梅、张
也、吕继宏、雷佳、朱其元、吕思清、
杨洋、郑洁、王传越、王泽南、吴娜、
龚爽、王喆、曲丹、谭学胜、吕宏伟、
黄训国、于海洋、郝亮亮等名家新秀
同台献艺，不仅为成都市民带来了
一场高品质的音乐会，更为金钟奖
增光添彩，上演了开门红。

开幕式上有不少成都元素：大
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成都》被改编成
了管弦乐；20名四川男高音演绎的
《船工号子》，则预示着年轻歌唱家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中国音乐史
上的一次盛会，是值得记载的一次
盛会。”总导演郁钧剑在受访时提

到，本次开幕式应该是中国音乐金
钟奖举办十二届以来最隆重的一
次，“云集了小提琴演奏界和二胡演
奏界顶级艺术家。不光是台上参加
表演的，中国最好的评委都来了。”

《红旗颂》《不忘初心》《我爱你
中国》《母亲》《看山看水看中国》《我
的爱将与你相伴终生》《快给大忙人
让路》《沁园春·雪》《梁山伯与祝英
台》《二泉映月》等曲目伴随着交响
乐缓缓道来，奏响一曲又一曲经典。

作为东道主的成都，在本次音
乐会上也展示了音乐川军的力量。
除了著名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院
长廖昌永之外，还有四川音乐学院
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与首席指挥朱其
元，中国音乐金钟奖得主谭学胜
等。在演奏乐团方面，四川音乐学

院交响乐团、成都乐团将与杭州爱
乐乐团组成超过200人的交响乐阵
容，而成都大学生合唱团、四川音乐
学院合唱团、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合唱团共计200余人也亮相金钟
奖开幕音乐会舞台，阵容之强、品质
之高、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作为国家级综合性文艺大奖，
中国音乐金钟奖今年来到了正在建
设“国际音乐之都”的成都。正如中
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
新安所言，“为努力承办好本届金钟
奖，确保各项赛事、活动高规格、高
质量地顺利进行，成都方面高度重
视，展现出成都在繁荣新时代社会
主义文艺中的使命担当，体现了成
都建设国际音乐之都的强劲实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在蓉开幕
42场高水准音乐比赛唱响盛世金钟

选手水准获评委点赞
金钟奖评选机制进一步细化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主题赛事
及活动包含开幕音乐会、专场音乐会、金
钟之星进社区惠民演出、赛事比赛、颁奖
典礼暨闭幕音乐会五个部分；配套活动
则有音乐美学生活节、“金钟心连心”走
进基层慰问演出、行进中的“金钟”——
大型城市行进管乐演出等。

据了解，本届金钟奖评委通过委托全
国11家专业音乐院校、37家团体会员单
位、中国音协第八届主席团、著名音乐家四
种渠道认真推荐，并按照评委库人数数量
达到现场评委3倍数量的原则，形成四个组
别的评委库，再按照一定结构比例从评委
库中抽取三分之一的成员组成现场评委。

“本着进一步完善评选机制，进一步
凸显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同时按照国
家奖评奖回避制的要求，在成都的比赛会
采取盲听的方式进行评审，评委进场前上
交手机等通讯设备。比赛期间评委会全
程监督，所有评委、选手和工作人员都在
比赛前与组委会签订了承诺书。”中国音
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王宏介绍。

“选手年纪更轻，水平也很高，80后、
90后，甚至还有00后。”声乐民族组评委
会主任印青谈到这次金钟奖比赛的一些
变化，“年轻选手身上展现出的文化自信
特别明显。并且评委构成也更加丰富
了，这样能让比赛更加公正、公平。”

小提琴组评委徐惟聆说：“在成都举
行这场可与任何国际比赛媲美的音乐比
赛，说明成都在音乐发展上是非常辉煌
的。希望这次金钟奖更精彩更有看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开幕音乐会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