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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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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48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广元、西昌、巴中、绵
阳、泸州、内江、雅安、攀枝花、乐山、宜宾
良：自贡、资阳、广安、眉山、达州、遂宁、
德阳、南充

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4-12 C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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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冰清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2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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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限行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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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冲高回落，收盘
微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早盘一小时虽呈现放量走高态势，
无奈多头力量不足，最终各股指冲高回落小幅
收涨，盘面上周期股普遍反弹，半导体、智能耳
机也有较好表现。截至收盘，两市涨停30只，跌
停3只。技术上看，尽管沪深股指收出止跌小阳
线，但仍未收复5日均线，不过60分钟MACD指标
出现金叉或即将金叉信号，显示技术形态仍在
修复之中；从形态来看，无量所导致的减量资金
博弈是当前市场维持震荡的首要原因，当前股
指急需一根放量中阳线刺激做多信心，以缓解
场内悲观情绪，甚至沪指只需要收复60小时均
线2902点，则转机便会出现。期指市场，各合约
累计成交、持仓均明显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有所缩减。综合来看，消息面利好阻止了
市场进一步下滑，短期白马股的补跌有最后一
跌之嫌，操作上不宜盲目悲观。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南玻A
（000012）45万股，中际旭创（300308）5万股，光环新
网（300383）4万股，风华高科（000636）15万股，中国
中期（000996）19万股。资金余额3690290.89元，
总净值12655090.89元，盈利6227.55%。

周二操作计划：风华高科拟不低于15元
高抛，中际旭创拟不低于48元高抛，光环新
网、南玻A、中国中期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转机信号

从“经济影响力事件”
寻四川经济强省“动力基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经济
社会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取得了
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形成了“全国有
分量、发展有基础、未来有前景”的
良好局面。

70年间，四川经济总量实现了
从几十亿到几万亿的历史性跨越。
四川正和全国人民一道，朝着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阔步
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目前，四川正加快构建“5+1”
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
展。在“2019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
事件”的候选榜单中，一桩桩创新实
践的经济大事件正在轰轰烈烈展开
角逐。

高原上建机场，山巅上起航
班。今年9月，甘孜格萨尔机场正式

通航，不仅改善了康北群众“山高路
远、翻山越岭”的交通状况，更对提
升应急救援、抢险救灾能力，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这一事件目前暂居“2019四
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事件”榜首。

而全球最大高效晶硅电池项目
在眉山开工，也冲到了第五位。项
目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优化全市
乃至全省光伏产业布局，形成乐
山-眉山-成都光伏产业带，将为我
省藏区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总票数突破400万
投票进入最后倒计时

记者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截
至12月2日下午6时，榜单投票总数
已突破400万票。

截至记者发稿，在“2019四川十
大经济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中，哈尔
滨银行成都分行党委书记刘敏以
125058票位居排行榜榜首，势头凶
猛；川商基金总经理陈俊则以
106218票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则
是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傅刚义，截至目前已获得102590
票。

其他三项榜单竞争同样激烈，
在“2019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事件”
排行榜中，四川康定机场集团——
甘孜格萨尔机场通航以42200票暂
居榜首；“2019四川十大领军企业”
排行榜中，蓝剑饮品集团以183052
票位居首位；“2019四川十大产业园
区”榜单中，永祥新能源花园式园区
以92993票位居首位。

当前，活动投票已进入白热化
竞争趋势，活动评选投票时间将于
12月8日晚上10点截止。大家快来
为你心目中的“人物”“事件”“企业”
和“园区”点赞加油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投票数突破400万票
“2019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评选活动

距离投票截止还有6天

投票通道链接：
http：//h5.thepage.cn/2019jjrw/
推荐通道链接：

http：//h5.thepage.cn/2019jjrw/pply.html

扫描二维码
进入报名页面

投票方式

下载封面新闻客户端，进入【我
的】-【封蜜club】2019十大经济影响力
人物榜单评选活动页面进行投票操
作，或通过专题页链接进入投票通道。

投票规则

本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每个用户每天可给每个榜单
（人物/事件/企业）投10票。禁止刷票
等行为，后台发现后立即取消资格。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评
选采取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
的方式，网络投票将作为重要评选参
考，但并非最后评选结果。

新机遇、新引擎、新空间。11
月4日，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主办的“榜样中国·2019四川十大
经济影响力人物评选活动”正式启
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接近一
个月的时间中，榜单中的各路候选
人物、新经济影响力事件呈现“你
追我赶”的火热趋势。从这些榜单
的背后，我们从中观察到过去一年
四川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现象。

记者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截
至12月2日下午6时，榜单投票总
数已突破400万票。这场2019四
川经济界“奥斯卡”将花落谁家？
等你来助力。

“90后”支教老师田银伟：

因热情开始 因责任坚持

因为一部微纪录片《大山里的
呼唤》，“90后”女孩田银伟的支教故
事被广泛传播，感动了许多人。而
这份在网络世界打动不同年龄、不
同圈层的感动，还要从两年前开
始。那时，因为偶然看到一条公益
广告，田银伟给自己的职业道路按
下了“暂停键”。

后来的故事轨迹，是这样的：她
辞去广州一家上市医药公司的高薪
工作，来到只有3万人的广西百色田
阳区五村镇，成了一名支教老师。

在一大半学生是留守儿童的五
村镇中心小学，初登讲台的她就要
带三、四年级的语文、英语、思想品
德课程，“一开始都是懵的”。

除了授课，田银伟还选择坚持
每周家访，这让一些难以和父母团
聚的孩子们，享受到久违的“家人陪
伴”。直到现在，她教过的学生还会
给她发短信，亲切叫她“田老师”。

11月的广州依然温暖，在一间
安静的茶室里，留着利落短发、略显
小巧的田银伟告诉记者，“我想让这
些孩子们看到自己家乡的美丽，愿
意去建设自己的家乡。”

此时的她，已是广州一家私立
学校的小学语文老师。这也是支教
经历带给她的职业规划转变。

放弃医药公司工作
“我一定要去支教”
田银伟曾支教的五村中心小学

位于广西百色市田阳区五村镇。田
银伟回忆，五村中心小学有一到六
年级共13个班级、574人，“我们班
里的孩子家里，一大半是有贫困补
贴的。”

在成为支教老师前，田银伟在
广州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当时待遇
还有工作环境都很好，领导对我也
挺好，但总感觉不是我想要的。”在
河南长大的她，因为喜欢南方的花
草和温暖，南下求学并定居，似乎骨
子里就带着“折腾”。

工作两年后开始迷茫的田银

伟，一次在地铁上看到一家公益组
织“育人遇自己”的宣传语，“那句话
打到我的心坎里。我当时就告诉自
己，一定要去支教。”

投简历之后两个月，田银伟“心
愿达成”。她说，来到广西是机缘巧
合，当时支教备选地有广西、甘肃、
云南等地，而第一选择是云南，“当
时觉得支教这种浪漫的事，应该发
生在美丽的地方。”但最终，她来到
了当时最需要支教老师的广西。

始于“浪漫情怀”
跌入“残酷现实”

她的浪漫情怀很快被现实打
破。如果说连绵的青山、清脆的鸟
声、诱人的新鲜水果满足了田银伟
对支教生活的幻想，那来到百色的
第一个夜晚则给了她“当头一击”。

“真正到了学校支教才发现，跟
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田银伟说，她
和另一名支教老师同住一个宿舍，

“只有两个铁架床，上下铺，上面放
东西，下面睡觉。”布满污垢的厕所、
坏了的门锁、飞着昆虫的卧室，逼迫
两人当晚网购了许多生活用品，重
新打造即将陪伴她们两年的小窝。

更大的“打击”则来自学校的孩
子们。田银伟当时支教的班级有40
多名学生，她接手时，学生们正值三
年级，“要带到四年级。”教授课程主
要是语文、英语、思想品德等。“他们
并不是我想象的热情洋溢，可能根
本都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在哪里。”这
些孩子的家长多半在外打工，有些

孩子长期缺乏父母陪伴，“非常缺乏
自信心，很敏感，又进一步导致他们
学习行为和交流表达都有问题。”

来到学校的前三个月，田银伟
不停思考，“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
的老师，如何打开孩子心扉，让他们
接受我、信任我。”

看到家长来陪孩子
“觉得一切都值了”
为了尽快走近学生，田银伟坚

持每周末都去家访。她回忆说，当
时有一个三年级小男孩，“在学校里
普通到都没有太多印象”，家访时才
发现他是一个人住，“大夏天床上还
是厚毛毯，很脏，油油的，衣服也不
换。”

田银伟尝试与孩子父母沟通，
希望他们周末抽空陪孩子，起初被
孩子父亲直接拒绝，“周末也要做
工，不做工哪有钱挣。”在她的协调
下，孩子母亲终于同意了田银伟要
求。“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他爸爸骑
着摩托车在校门口等他，那一刻我
觉得都值了。”而这个男孩也变得开
朗，成绩也从“十来分”到“能考七十
多分。”

为了让学生体会学习乐趣，田
银伟还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模式。
2019年初，在一次大理游学活动中，
她受到当地项目教学法启发，在田
阳区开始筹划“热爱家乡项目”：分
为公厕建设、推广壮族五色糯米饭、
探索壮族扎染三组。这个项目由7
位老师带队，但策划、执行均由五村

中心小学学生组队独立完成，“比如
公厕建设组，需要小分队在村里走
访、为公厕选址、和政府及村民商谈
等。”“现在这个项目延续下来，目的
想让孩子看到家乡美丽的地方，去
了解家乡，愿意去建设家乡。”

谈当代新青年：
有责任有热情

在谈及当代新青年应该具备的
素质，田银伟的理解是：“有社会责
任感，然后有自己的理想和热情。
热情可以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开
始，责任感让我们把这份热情坚持
到底。”

直到现在，田银伟还会收到五
村中心小学学生的信息。虽然支教
结束了，但她仍心系五村中心小学，
她正在联络将目前所在学校图书馆
的一些旧书捐赠给五村中心小学，

“其实这真的好像有一根弦，随时可
能会碰到可以连接上的，我也都会
尽努力去连接上，没有停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滕晗柳青

爱国情 奋斗者

封 面 人 物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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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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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支教老师田银伟。

超级大乐透第19138期全国销售
292541823元。开奖号码：04、06、07、20、
29、02、04。本期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
10000000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164注，
单注奖金319280元，追加28注，单注奖金
255424元。三等奖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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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797395.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322 期 全 国 销 售
16732010元。开奖号码：972。直选全国
中奖6257（四川415）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
3全国中奖0（四川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全
国中奖12528（四川820）注，单注奖金173元。
19314468.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322期全国销售11040642
元。开奖号码：97225。一等奖72注，单注
奖金10万元。375938317.02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166期全国销售
61184590 元 。 开 奖 号 码 ：
11313030300030，一等奖全国中奖25（四
川2）注，二等奖全国中奖825（四川50）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66期全国销售
23456416元。开奖号码：11313030300030，
全国中奖2876（四川13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78期全
国 销 售 238774 元 。 开 奖 号 码 ：
013103111300，全国中奖0（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83期全国销售
960838元。开奖号码：11222122，全国中
奖77（四川3）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
3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榜单截至12月2日晚10点3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