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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
高，收盘大涨，你怎么看？

答：受消息面朦胧利好刺激，两
市高开高走，收出6月开门红，盘面
上，金融、科技两大板块联手大涨，带
动沪指涨超2%并重新收复2900点，而
北上资金也净流入近120亿元。截至
收盘，两市涨停133只，跌停2只。技
术上看，各股指均出现一个较大的向

上跳空缺口，并收出长阳一举突破所
有均线，两市成交环比放大 1/3 达
7616亿元；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
均收复60小时均线，且60分钟MACD
指标白线也重回零轴，标志着短期市
场已全面转强；从形态来看，市场只
用了一天便达到笔者“一周内刷新阶
段性新高”的预期，由于成交配合，各
股指已经打开了向上的空间，依笔者
的技术模型，以创业板指为例，不排
除此波行情有挑战年内新高的可
能。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
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

显缩减。综合来看，短期市场出现超
预期的表现，主要源自于市场信心的
快速恢复，后市有望继续震荡走高。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中国中期（000996）25万股，新华网
（603888）10万股，光迅科技（002281）
8万股，完美世界（002624）5万股，顺
鑫农业（000860）3.2万股。资金余额
5761659.09 元，总净值 16522439.09
元，盈利8161.22%。

周二操作计划：光迅科技、新华
网、完美世界、顺鑫农业、中国中期拟
持股待涨。 胡佳杰

如果要支援湖北
“优先考虑一下我啊”

时间倒流回 1 月 28 日早上 8 点
过，冯敏随着自贡市24人医疗队出发
到成都集结，随四川省第二批援助湖
北医疗队驰援湖北。1月25日，冯敏主
动请战，到湖北一线参与救治。

“如果要派人去支援，可不可以优
先考虑一下我啊？2009 年的时候，我
参与过 H7N9 的甲流防控，我比较有
经验。”得知要援助湖北后，冯敏在微
信中给护理部主任刘琳玲发送信息，
希望医院推荐自己参与。最终，在110
名志愿者中，冯敏顺利入选。

1 月 31 日清晨，冯敏在武汉市红
十字会医院阳性重症病房外，写下了

“火线入党申请书”：“在这个特殊时
期，我志愿申请加入党组织，以党员的
高标准要求自己，不管党组织是否批
准，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一名共产党员，
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
会努力在防控疫情斗争中经受考验，
接受党组织的指导和统一调度，打赢
疫情防控攻坚战！”

自称“冯坚强”
背上写着“我想吃烧烤”

在武汉，从没有过的挑战摆在冯
敏面前。她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4个
小时，比平时的 24 小时还累！但凭着

精湛的技术和满腔的热忱，冯敏和战
友们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救治了数不
清的重症病人。

元宵节，忙完一整天的她深夜回
到寝室，饥肠辘辘地吃了一桶方便面。
刚吃完，母亲就发来关爱的消息：“吃
晚饭没有？吃的什么？”冯敏想也没想，
就给母亲回了过去：“今晚吃的是红烧
牛肉，火腿肠炒鸡蛋，清炒莲花白。”

她在日记里动情地写道：“妈妈，
其实女儿不想骗您，只是不愿让您担
心。”因为越来越想家，但抗疫一线的
任务仍然繁重，冯敏给自己起了个“冯
坚强”的绰号，自己给自己卸压。

2月17日，大雪过后的武汉晴空万
里。冯敏护理的病人中有一位80多岁的
赵爷爷，他们一家均被隔离，他老伴症
状较轻，在宾馆隔离。他很担心老伴儿，
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渡过这次难关。

“看他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转过身
给爷爷看背上的字：四川冯敏，我想吃
烧烤。看完后，爷爷终于笑了。”冯敏在
日记里记下自己的心情：看到爷爷开
心，我也无比开心，希望他早日康复！

武汉战友自贡相聚
名字出现在灯会抗疫灯组上

从武汉回家乡后，4月30日、5月
1日，冯敏与自贡的战友和家人分别去
看了两场灯会。5 月 4 日，曾经在武汉
一起战斗的战友、来自上海和武汉的3

位医护人员专程到自贡看望冯敏。4人
一起吃了顿小龙虾，回忆了曾经在武
汉共同战斗的战疫岁月，相约明年三
月一起到武汉看樱花。

“5 月 1 日晚，我和爸爸妈妈、女
儿、妹妹一起到自贡看灯会。作为一名
抗疫医护人员，能和家人一起免费观
灯，幸福感爆棚！”冯敏说，能平安回
来，在家乡看灯会，她觉得特别兴奋。

灯会上，15组抗疫灯组让冯敏仿
佛重回到武汉抗疫的日子。“那些灯组
像一幕幕的画面，让我不停地回忆起
在武汉病房内的点点滴滴，眼前出现
了好多戴着口罩的战友和躺在病床上
的新冠肺炎患者。”

“去武汉前，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
打算，没想到还能平安回来，和家人一
起看灯会。”冯敏说，所以她要好好珍
惜、享受、记录这段幸福的时光。

在一组《时代英雄》的灯组上面，
记下了许多自贡抗疫英雄的名字，其
中就有冯敏。“当看到我的名字时，我
突然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冯敏说，
那一刻，她觉得很骄傲和自豪。但她觉
得自己并不是英雄，只是做了一名医
护人员应该做的事情，救死扶伤是他
们天职，在武汉的抗疫经历是她这一
生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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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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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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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16时）
AQI指数 57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攀枝花、资阳、巴中、马尔康、泸
州、西昌、广安、广元、南充、绵阳、遂宁、
内江、达州、德阳、自贡、乐山、眉山
良：宜宾、雅安

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中国体育彩票6月1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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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上封面

6月 1日上午10时，在
自贡市富顺二中，富顺县人
民医院急诊科 32 岁的女护
师冯敏，正在初一年级给孩
子们讲述武汉的抗疫故事：
1月28日，冯敏随四川省第
二批援湖北医疗队驰援武
汉。3 天后，她在武汉火线
入党。

3 月 23 日，自贡通报表
扬3支医疗疾控队伍共计99
名驰援湖北武汉的医务人
员。作为第一批中率先报名
的医护人员，冯敏也在其中。

至此，冯敏经历了人生
中最为刻骨铭心的50多天，

“我会更加珍惜我的家人，支
援湖北的经历，让我真切地
感受到亲情的可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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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前线自贡妹子火线入党

“灯会的抗疫灯组有我的名字”

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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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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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敏在抗疫一线。

超级大乐透第20044期全国销售
326278357元。开奖号码：01、03、22、
28、30、02、05，一等奖基本4注，单注奖金
7648434元，派奖3注，单注奖金4074074
元，追加3注，单注奖金6118747元，派奖
3注，单注奖金3259259元。二等奖基本
79注，单注奖金159905元，幸运奖18注，
单注奖金159905元或95943元，追加47
注，单注奖金127924元，幸运奖18注，单
注奖金 127924 元或 76754 元。三等奖
150注，单注奖金10000元，幸运奖36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或 6000 元 。
793042322.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下
期一等奖派奖奖金2000万元。幸运奖派
奖奖金余额184432904元。

排 列 3 第 20103 期 全 国 销 售
25158892元。开奖号码：904。直选全
国中奖 6855（四川 452）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9817（四川
1163）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21371658.1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103 期 全 国 销 售
11725850元。开奖号码：90491。一等
奖 32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32308493.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以开奖
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