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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白 杰 品 股

中国体育彩票12月30日开奖结果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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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间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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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6—136空气质量等级：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大部为良至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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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97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攀枝花、康定、西昌、广元、雅安
良：遂宁、乐山、泸州、资阳、巴中、南充
轻度污染：宜宾、内江、自贡、广安、眉山、绵阳、
德阳
中度污染：达州

3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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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
问：周一沪指低开，盘中短暂探底后快速

回升，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受周末消息面解读影响，市场因心态

不稳早盘各股指快速下杀，随后在券商股的
带动下企稳回升，盘面上强势个股出现高低
切换，最终各股指涨超1%。截至收盘，两市
涨停46只，跌停12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
均收出反包阳线，并刷新了近期的收盘新高，
且继续收于5日、10日均线之上，而两市合计
成交继续超6000亿元；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
均收于5小时均线之上，创业板指稍弱，60分
钟MACD指标尚未重新金叉；从形态来看，年
底市场当弱不弱，成交的放大是市场重新回
升的最重要原因，短期来看，市场向上做多的
动能尚未完全释放，在没有失守5日均线前切
不可盲目看空。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
持仓均略增，各合约正溢价水平整体明显增
加，12个期指合约有9个出现正溢价。综合
来看，在大金融主线的背景下，市场低估值品
种和大消费、大科技反复切换，这其实也是以
往牛市初期多头的常用手段，由于后市仍会
继续震荡走高，操作上仍应以低吸为主。

资产：周一按计划以7.82元买入置信电
气34万股，之后以8.34元卖出34万股。目前
持有中国中期（000996）25 万股，白云机场
（600004）13 万股，置信电气（600517）34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5894029.47 元 ，总 净 值
13641429.47元，盈利6720.71%。

周二操作计划：置信电气拟先买后卖做
差价，中国中期、白云机场拟持股待涨，另拟
不高于28.88元买入调整较为充分的国产软
件及云服务龙头用友网络（600588）不超10%
仓位。 胡佳杰

如果人到中年，爱人溘然
长逝，剩下那个人应该如
何孑然独行？黄轩在贺

岁档热门电影《只有芸知道》里演绎
了一种答案。

由冯小刚执导，张翎编剧，黄
轩、杨采钰、徐帆、Lydia Peckham
主演的贺岁电影《只有芸知道》已于
12 月 20 日公映。截至 12 月 29
日，电影票房已破亿。电影中的故
事情节让不少观众泪洒影院。黄轩
在电影中传递出细腻平实的情感，
自然而不留痕迹，从表情、语气、语
速、到动作都拿捏精准。

今年恰逢黄轩从影12年。出
道以来，从电影处女作《地下的天
空》中崭露头角的少年井生，到后来
《推拿》中令人过目不忘的盲人小
马，再到后来《妖猫传》和《芳华》中
深入人心的白居易和刘峰……无论
在角色塑造还是表演状态上，黄轩
每次都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刚入行时，黄轩每天都在了解
自己喜欢的演员，观看他们的作品，
模仿他们的表演。他暗自忖度，“我
也可以做个好演员，我要为此做准
备”。谈及青年演员的表演心得，黄
轩思索片刻，认真答道：“有创作冲
动，不顾虑太多。”说这话时，他眼里
闪烁着自信而坚定的光芒。

浸入式表演浸入式表演
让自己变成隋东风

黄轩和《只有芸知道》的缘分，
源于与冯小刚导演 20 分钟的通
话。黄轩被这个真实的故事触动，
立即答应出演。

黄轩与隋东风的原型张述结识
于《芳华》，对于神仙眷侣的故事早
有耳闻。随着电影开拍，黄轩逐渐
了解到更多细枝末节，并将这些细
节逐一消化吸收后变成了自己塑造
人物的养分，最后像拼图一样，拼出
这样一个人物，拍出这样一个感情
故事。

黄轩在拍摄前三个月就到新西
兰体验生活，为了演好餐厅老板，他
去中餐厅炒菜、切菜、颠勺，练到最
后动作一气呵成，“一勺过来，腿一
动，火就着了”，做饭手艺炉火纯青，
甚至开拍前的晚餐都由他掌勺。

到新西兰次日，黄轩就换上隋
东风这身衣服，直到杀青才脱下。
拍戏期间，他不接其他工作，不允许
工作人员来探班，也不带助理，只有
一个英文老师跟随。他每天练习长
笛，和英语老师学口语，也时刻跟张

述交流。等到开机时，黄轩完全不
需要刻意去想要演什么，自然而然
的真情流露让他就是隋东风。

羡慕风芸恋羡慕风芸恋
向往电影里的爱情

电影之外的黄轩，也因为角色
完成了一次情感观上的变化。他透
露，自己也很羡慕电影中隋东风和
罗芸的爱情模式，唯美浪漫又真挚
纯粹，“尽管平平淡淡，但两个人相
互依偎、相互陪伴，然后真的像风云
一样分不开。在遇到或结束一段感
情都很容易的当下，第一眼就能看
到此生最爱的人，非常让人感动”。

之前的黄轩还憧憬某种偶像剧
里的恋情，轰轰烈烈、海誓山盟。但
经过时间磨砺，他反而特别期待看
似平淡、却能互相陪伴，让人无论走

到哪里都很踏实的感情。“回到家里
能看到这样的人，或者通个电话、视
频一下，人会一下就安静下来，我非
常期待这样的感情。”

电影中的悲情故事令观众潸然
泪下，不仅是因为隋东风痛失爱妻，
更多是因为两人相爱点滴十分动
人。谈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和隋东
风是否有相似之处，黄轩表示，角色
帮助自己成长：“这段经历对我来说
不仅是一次表演，而是体验了不同
的人生、见证了一段生死相依的爱
情。如果将来有了太太，我会改变
对生活和家庭的理解，更珍惜爱人
和爱情。”

希望执导筒希望执导筒
最想拍深刻的故事

黄轩作为新一代演技与涵养兼

顾的青年演员，此前出任第十四届
华语青年电影周形象大使，在宣传
片中穿着电影处女作《地下的天空》
中的戏服，一人分饰两角，以导演和
演员的身份彼此“对话”。

黄轩在《地下的天空》中饰演的
井生，生长在单亲矿工家庭，不满生
活现状，为自己的理想试图挣扎，但
在接连遭遇现实打击后最终向生活
低头。这种从倔强不羁到无奈妥协
的人物状态，在22岁黄轩的演绎
下，呈现出鲜活的角色形象。这部
大银幕处女作，为他之后塑造角色
奠定了扎实基础。

宣传片中，黄轩身着蓝白条纹
海魂衫，配上齐刘海发型，当年的青
涩少年井生跃然眼前，他紧攥着剧
本蹙眉思考，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一
览无遗。镜头切换到监视器前，导
演黄轩身穿深色系服饰，成熟沉稳
的气质脱颖而出。随着导演黄轩通
过回忆找到真实自我，演员黄轩亦
拾回自信，最终坚定地走向舞台。

不少演员演而优则导，黄轩也
希望有机会执导筒，在监视器前挥
斥方遒。平常拍戏时，他十分留意
导演如何工作，如何将剧本上的文
字呈现为画面。他期待将来有一
天，遇到一个触动他的故事，他将用
自己的创作来表达深刻的东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12月24日晚7点左右，浙
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的天空
下起了雨。一辆皮卡车将

正在横穿马路的三个小孩撞倒。车
祸发生后，两个小孩站了起来，另一
个小孩却躺在地上不停地哭泣。

随后，暖心的一幕发生了：从皮
卡车后面赶来的外卖小哥博基拉色，
冒雨将躺在地上的孩子抱在怀中半
个多小时，直到救护车将孩子接走，
他才默默离开。博基拉色用半个小
时的拥抱、询问与关怀，给孩子心底
注入善良，既温暖了寒夜，也温暖了
人心。

12月30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联合封面新闻、金华晚报，授予博
基拉色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励，并将为
他颁发5000元正能量奖金。

守护
孩子被撞倒地不起

他雨中怀抱小孩半小时

“无论是谁，都会这样做。”博基
拉色，凉山州宁南县六铁镇人，今年
27岁。2014年他到浙江打工，目前
就职于武义蜂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名外卖小哥。

12月24日晚上7点左右，博基
拉色外出送餐，跟在一辆皮卡车后
面。突然前车速度减慢，当时天已很
黑，博基拉色刚开始没发现什么异
常，直到皮卡车司机慌忙下车，博基
拉色这才看到 3 个小孩被撞倒在
地。没有多想，他停下车便过去帮
忙。

“有两个小孩随后站了起来，只
剩一个小孩躺在地上不停地哭。”当

时天下着雨，出事路段又在桥下，有
很多雨水汇集。怕孩子湿透生病，博
基拉色走上前将小孩抱起。随后，他
检查小孩的手脚看有没有骨折，同时
询问小孩哪里痛或者不舒服。但小
孩因受到惊吓，一直哭个不停。

博基拉色抱着孩子不停安慰，并
请旁人马上报警。在雨中抱了孩子半
个多小时后，救护车赶到。将孩子送
上救护车后，博基拉色才默默离开。

工作
当时要送五六个外卖
因为迟到收到差评

博基拉色说，临近年关，他们的
工作量很大。事发时，他有五六个单
子要送。将小孩送上救护车后，他急
忙赶去送餐。但因救人耽误了时间，
送餐晚点了。“我对顾客说，不好意
思，遇到个交通事故。”因为解释匆
忙，还是有客户给了他差评。

“不后悔，遇到那种情况谁都会
去帮忙。”因为这个差评，按照相关规
定，他将被罚款30元。不过，在将事
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后，公司对这
个差评进行了申述，处罚决定也随之
撤销。

因为太忙，当天博基拉色住在公
司，没有回家。家人知道这件事时，
已是几天之后了。“他们都为我感到
高兴，说我做了一件好事。”博基拉

色说。
博基拉色有两个孩子，儿子 8

岁，女儿4岁。他说，当晚被撞的小
男孩也就七八岁样子，看到孩子躺在
地上哭，很是心疼。

点赞
雨中一抱温暖他人

外卖小哥获阿里正能量奖

“因为自己也有孩子，所以不忍
弱小的生命躺在冰冷雨中；因为看见
了他人的无助，所以宁愿被差评也无
法淡然走开。他是这座城市的外来
者，平日里，用自己的风雨无阻、骄阳
不息，为所有人输送着方便；那天，又
用朴素却坚定的一抱，给了这座城市
岁末年终最温暖的礼物。”12月 30
日，天天正能量平台工作人员联系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并表示，将
为博基拉色颁发 5000元正能量奖
金，为他的善良点赞。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与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联合全国100多家
媒体发起的公益项目，活动以奖励正
能量，传递真善美为主旨，六年来累
计发放5800多万元奖金，6800多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正能量人物获得奖
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荐的多
位新闻人物获得正能量奖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肖洋徐湘东

封 面 人 物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推荐
标准

推荐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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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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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情 奋斗者

雨中怀抱车祸男孩耽误送餐
外卖小哥获阿里正能量奖

超级大乐透第 19150 期全国销售
296427458元。开奖号码：07、11、12、16、33、05、
07。本期一等奖基本19注，单注奖金6819667
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115注，单注奖金
114036元，追加23注，单注奖金91228元；三等
奖 基 本 165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1347226023.61元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350期全国销售18326396
元。开奖号码：818。直选全国中奖5495（四
川292）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
奖6312（四川464）注，单注奖金346元；组
选6全国中奖0注。21364377.87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350期全国销售11467910
元。开奖号码：81810。一等奖81注，单注奖
金10万元。389941140.26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181 期全国销售
53389792元。开奖号码：01310033000103，
一等奖42（四川1）注；二等奖1099（四川28）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81期全国销售
23631630元。开奖号码：01310033000103，
全国中奖3119（四川148）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94期全
国 销 售 120484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1000331333，全国中奖4（四川0）注。

足球 4 场进球第 19199 期全国销售
3643188元。开奖号码：10202230，全国中
奖75（四川2）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2月28日。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青年演员黄轩：

从影 载新作票房过亿
期待能导演深刻的电影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博基拉色怀抱被车撞倒的小孩。

黄轩

黄轩与影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