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70年来的变化可谓翻天覆
地、令人振奋，看展过程中我脑海里一
直浮现往昔的画面，仿佛步入时空隧
道。”目前，四川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大型成就展继续在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城展出。11月8日，成都天府
国际生物城职工范春莉与同事一起
参加单位组织的主题党日活动，相约
打卡成就展。

在超过2万平米的展厅里，展示
着四川70年来的发展和巨变。成就
展分为省级综合馆、市州组合馆、时光
情景厅3部分。走进省级综合馆，范
春莉被眼前的一张张图片展板、一段
段视频资料、一件件实物模型、一项项
互动体验所吸引。“伟大的历程和辉煌
的成就背后，是不忘初心，是砥砺前
行。物件的新旧更替，不仅勾起了对
过去生活的回忆，更反映出社会的快
速发展。”范春莉说。

在聚焦市州发展的市州组合馆，
21个市州纷纷亮出各自特色。本周

走进雅安馆的市民发现，除了原本就
有的“竹子”元素，现场还摆放了荥经
砂器。原来，雅安馆以每周一个区县
的形式推出特色展品，本周正好迎来

了“荥经周”。
拉坯、晾晒、上釉、出炉……作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荥经砂器，
完成制作需经过八道工序。当介绍完

毕后，26岁的非遗传承人朱志强在展
馆现场演示了起来。“这一周，来体验
的市民络绎不绝。”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因为设置了体验区，不少市民在参
展时都表现出了极大热情，数百人参
与体验制作工艺。

连日来，成就展迎来了观展热
潮。据相关负责人透露，8日当天，成
就展讲解组完成讲解27批次，观展人
数达到4391人次。据了解，本次成就
展将持续到11月底，市民可持身份证
件免费观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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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人给荥经砂器上釉。

国家级非遗亮相70周年成就展
一周吸引数百市民参与体验制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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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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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107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资阳、
内江、巴中
良：绵阳、自贡、德阳、乐山、雅安、广安、
眉山、遂宁、宜宾、广元、南充、泸州、达州

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2-17 C
阴天有间断小雨
偏北风1-2级

13-20 C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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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1月8日开奖结果

7星彩第19128期全国销售18493814
元。开奖号码：6955948，一等奖1注，单注奖
金500万元；二等奖8注，单注奖金59965元；
三 等 奖 174 注 ，单 注 奖 金 1800 元 。
23718651.7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298 期 全 国 销 售
18927374元。开奖号码：555。直选全国
中奖66164（四川6496）注，单注奖金1040
元。17087215.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298 期 全 国 销 售
12351920元。开奖号码：55503。一等奖
78注，单注奖金10万元。366921177.94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151期全国销售
24258646 元 。 开 奖 号 码 ：
03013003330333，一等奖全国中奖15（四
川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679（四川1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51期全国销售
19797022 元 。 开 奖 号 码 ：
03013003330333，全国中奖3533（四川
135）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63期全
国 销 售 289050 元 。开 奖 号 码 ：
001013331333，全国中奖25（四川1）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68期全国销售
694964元。开奖号码：23211030，全国中
奖21（四川1）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7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11月8日上午，凝练40种人生感悟、精粹40位名家思想的《宽窄之道》，在“千亿
之路奋进同行——2019四川中烟推进高质量发展品牌行动”上正式发布。中国作家
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
邓凯、《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四川文学》主编罗伟章等多位作家、诗人，作为《宽窄之
道》作者代表，作家出版社副社长、诗人商震，以及《宽窄之道》责编，作为《宽窄之道》的
出版方，亲临现场，见证新书首发。

名家会聚
领悟宽窄之道

自2018年12月8日至2019年
9月1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邀
请到曹廷华、车延高、邓凯、傅天琳、
龚学敏、何开四、侯志明、胡弦、霍俊
明、吉狄马加、贾梦玮、蒋登科、蒋
蓝、李钢、李后强、李瑾、李少君、李
元胜、刘笑伟、刘萱、罗伟章、吕进、
马原、米瑞蓉、缪克构、邱华栋、丘树
宏、荣荣、孙卫卫、谭继和、田耳、王
久辛、吴传玖、徐则臣、阎安、杨克、
叶延滨、曾凡华、张新泉、周啸天（按
姓氏字母顺序）等国内40名一线小
说家、诗人，思考生活中的哲学，领
悟宽窄之道。

这些美文发表后，读者反响热
烈，随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成书《宽
窄之道》：诗人、作家用风格各异的
文字，表达各自对人生经验的回顾，
对人生大道的感悟。吉狄马加写
道：“作为一个诗人，我所有的精神
创造，其实都在面对两个方向，一个
就是头顶上无限光明的宇宙，引领
我的祭司永远是无处不在的光；另

一个就是我苍茫的内心，引领我的
祭司同样是无处不在的光，它们用
只有我能听懂的语言，发出一次又
一次通向未知世界的号令，并在每
个瞬间都给我的躯体注入强大的力
量。”

作为《宽窄之道》出版方相关负
责人，商震对这本书寄予厚望：“这
本书是40位作者各自对宽窄文化
进行文学诠释的汇编。他们都是非
常优秀的作家、诗人，对人生的思考
非常深刻。他们的观点、角度各异，
但核心是相通的：人生无处不宽

窄。同时，这本书也是在践行‘文艺
要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理念，希望
这本书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拥有
更多的知音。”

作者分享
生活哲学辩证法

叶延滨幼年在成都长大，又在
《星星》诗刊工作多年，对成都感情
深厚，他说，“《宽窄之道》非常好，书
名接了成都的地气。因为‘宽窄’本
身就是成都非常重要的地标。另
外，宽窄之道体现出生活哲学的辩
证法，提升人们对生活的精神感知
水平。悟透宽窄之道，得大自在，享
大逍遥。”

侯志明作为《宽窄之道》的作者
之一，分享了他的宽窄哲学：“一个
人面前不管是宽路还是窄路，只要
我们深谙宽窄哲学，欣赏宽窄之道，
那么人生一定是不俗的、美好的。
宽窄之道，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品
味。”拿到《宽窄之道》这本书，侯志
明欣喜地说，“这本书选题、策划尤
其好。宽窄之道，这个名词本身就
非常富有哲理、非常富于联想性。
不管任何人看到这两个字，都能联
想很多。”

诗人邓凯此次专门从北京远道
而来，参加《宽窄之道》发布会。他
说：“走在成都的宽窄巷子，与领悟
宽窄之道，实与虚，完美融合。也非
常感谢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给我
这个机会，让我能梳理走过的路，写
下《宽路窄道忆师长》。总体感受就
是，宽的时候要加倍小心谨慎，窄的
时候要往宽处想。”

诗人龚学敏将他对宽窄的感
悟，用一句诗作了最精确的表达：

“有一种宽叫把水切薄”。他说：
“‘宽窄’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中国文
人认识自己、认识人与人之间、人与
世界之间关系的哲学总结，是中国
文人对世界的崭新角度，也是中国
文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凝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摄影吴枫

双11一周
四川快件量
将超4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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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剁手党”期待的双11
即将到来，而四川也将迎来巨
量快件。11月8日，记者从四
川省邮政管理局获悉，11月11
日至18日，全省快件量预计将
超过4亿件，其中成都市截止到
17日的快件量就将达到3.1亿
件。

据四川省邮政管理局介
绍，四川不仅是西南地区快递
业务大省，还是整个西南地区
的转运中枢。全省今年双11处
理快件量将超过4亿件，预计最
高日处理量突破4800万件。

四川省各主要品牌快递企
业积极筹备，截至目前，我省快
递从业人员12万余人，其中新
增人员1.6万余人；汽车1.7万
余辆，其中新增车辆3792辆；所
有分拨、仓储面积（含临时场
地）已超过80万平方米（租用临
时场地10万平方米）。

为有效确保2019年快递业
务旺季整体有序运行，各快递
企业出台相应激励政策。“四通
一达”今年旺季期间将拿出
1600万元对网络、分拨、末端派
送等进行补贴和激励。

成都方面，据成都市邮政
管理局介绍，成都市快递业务
量位居中西部第 1、全国第 9
位，占全省70%。预计双11期
间（11月11日至17日），全市处
理量较平时增长2倍以上，总处
理量将超过3.1亿件，最高日处
理量可能突破4100万件。快
件量从11月13日开始进入派
送高峰期，预计14日左右将出
现网络压力峰值。

成都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将持续开
展快递末端服务违规收费清理
整顿工作，严防反弹回潮。持
续推广绿色快递包装，持续推
进电子运单、45毫米以下“瘦
身”胶带、可循环快递盒等环保
包装产品的推广应用。着力加
强对农特产品寄递包装的规范
化治理，指导企业通过向上游
提供包装收寄一体化服务，减
少二次包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尚智

其中成都快件将超3亿

距离第11个天猫双11，还有2
天。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年度全球网
购峰值大考，11岁的天猫双11已从
土生土长的“中国节”，长成了真正
的全球消费狂欢节。

支付宝8日宣布，不仅有2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可以通过
AE、天猫海外等平台参与双11，今
年还有亚洲11个国家的买家，可通
过自家的“天猫”Lazada或Daraz来
玩转双11，其中有6个国家的用户，
还能用本地版“支付宝”来剁手。

中国人创造的全球网购尖峰时
刻，让全球消费者感受到中国网购
和移动支付的魅力。同为阿里经济
体小伙伴，今年海外版“天猫”
Lazada 和Daraz做“双11”，就借鉴
了不少中国消费者喜欢的经典双11
玩法。比如：在东南亚最大的电商
平台Lazada上，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尼、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这6个国
家的消费者，可提前11天组团解锁
抢优惠券，还有看线上直播互动秀、

看双11晚会带红包雨，这些中国年
轻人喜欢的玩法，这两天正被当地
年轻人热捧。

同样，在南亚最大的电商平台
Daraz 上，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缅
甸、斯里兰卡、尼泊尔这南亚5国消
费者，除了能首次看到属于自己的
双11晚会，还能体验“1卢比购物”、

“摇一摇”等中国消费者熟悉的双11
特色体验。亚洲11国消费者今年体
验双11，除了用货到付款等传统方
式，电子支付也越来越受欢迎，这背

后就有来自中国的支付宝技术助
力。

与此同时，今年有6个本地版的
“ 支 付 宝 ”也 会 通 过 Lazada 和
Daraz 参加双 11，并大大提升上述
主流电商平台上的电子支付比例。
比如：泰国 Truemoney 新用户上
Lazada 体验双 11，满 100 泰铢减
50；印尼DANA新用户上Lazada，
可拿到30000印尼盾双11购物券；
马来西亚TnGD用户上Lazada，有
满100返现11马币的双11优惠；孟

加拉 bKash 用户上 Daraz，有 15%
的双 11 返现；巴基斯坦消费者上
Daraz 玩双 11，用 Easypaisa 支付
除了能拿到20%的补贴，在双11当
天从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还有每
小时幸运抽奖一台iphone11。

支付宝联手全球合作伙伴，已
在9个国家和地区，落地了9个服务
当地人的“支付宝”，目前几乎都成
为了当地最大的电子钱包。通过技
术赋能和生态赋能，来自中国的移
动支付技术，不仅助力当地钱包团
队缩短数年的研发周期，更让“一带
一路”沿线的小微用户和商家，也能
拿到数字时代的“入场券”，包括体
验到中国式的双11网购狂欢节。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支
付宝及9个本地版“支付宝”，已服务
全球超12亿用户。中国的网购狂欢
节+移动支付，让双11不再是中国

“剁手党”的专利，变成了让全球买家
也能全球买、全球付的“心动时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越熙

全球各地的程序员为双11做好了准备。

11国消费者在家门口参加天猫双11 支付宝晒出全球化最新成果

泸州纳溪：
纪委出面帮群众
要回危房改造款

“感谢纪委，帮我要回了危房改造款。”收
到失而复得的2500元危房改造补助，泸州市
纳溪区白节镇加鱼村八组群众张玉明很高兴。

今年4月，纳溪区纪委监委干部在走访
调查时，张玉明反映村支书朱情鑫在为其申
请危房改造补助时索要了2500元。

实地走访和查阅资料后，纪委找到朱情鑫，
他承认收了张玉明2500元“辛苦费”的事实。

原来，2012年加鱼村修建村级公路，占
用该村6组组员杨兴红田地较多，且要经过其
父亲坟头，杨兴红强烈反对并多次找村干部
反映。为解决当时之急，朱情鑫承诺在正常
的青苗补偿外，再额外支付杨兴红一定的补
偿费，该公路才得以顺利竣工。

村上经费紧缺，朱情鑫一直在找解决办
法。恰好2012年4月，在村两委的帮助下，张
玉明作为一般贫困户成功申请C级危房改
造。同年10月，张玉明的房屋通过区级验
收。2014年3月，危房改造补助款7500元到
达张玉明个人账户。张玉明在外务工，朱情鑫
与其子张仕全到镇上查看补助款到账情况。

“村上帮忙申请危房改造补助名额，村上
经费紧张，你拿2500元表示表示，支持一下
村两委工作。”朱情鑫对张仕全说。张仕全取
出2500元给了朱情鑫。这笔钱由村两委集
体决定作为占地补偿费发放给杨兴红。

2019年5月，朱情鑫因法纪意识淡薄、工
作搞变通，漠视群众切身利益，被白节镇纪委
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经协调，杨兴红退还了额外得到的补偿
费2500元，村两委将其退给了张玉明。
贺元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陈静

实习生 刘柯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