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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的盒饭

疫情来势汹汹。2月2日，
得知武汉很多医护人员吃不上
热饭，刘仙递交了支援申请书，
带着200多斤猪肉、300多斤大
米、两大袋土豆以及在成都门
店能找到的所有调料，和志愿
团队驾车10余小时抵达武汉。

第一次在武汉做饭，刘仙
和团队并不熟悉环境，做出的
饭菜，她总觉得差一点味道，

“我是做盒饭的，做餐饮的，那
是我做过最不好吃、最不满意
的饭菜。”刘仙顿了顿说，“但那
是我做得最用心的饭菜。”

车驶入医院，刘仙带着400
多盒她不太满意的盒饭，心里
有点内疚，“生怕不合医护人员
口味。”但没想到，医护人员吃
着她的盒饭，眼里带着光，一个
也不挑食，在刘仙离开时，还有
医护人员往她手里硬塞 4 瓶牛
奶，连连说着“谢谢你的盒饭，
辛苦你了。”

刘仙背对着他们，偷偷抹
了一把眼泪。“虽然他们对盒
饭的要求一点也不高，有热乎
乎的汤菜就可以了，但我还是
想要大家尽量吃好，起码顿顿
有肉。”

半小时集结的物资车

封城后，武汉物资紧缺，刘
仙带来的食材3天就用完了，她
只得从网络上寻求帮助，在微
博 、抖 音 上 呼 吁 大 家 捐 献 物
资。“嗓子都喊哑了。”刘仙回
忆，那时口渴了，就只能吃个
梨，不敢喝水，怕老是上厕所。

后来，刘仙加了几个志愿
者微信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志
愿者汇集一方，守望相助。最
令刘仙感动的一次，3月10日，
她在群里求助物资，仅过了半
个小时左右，便有三十多辆车
在高速路口集结，将这些物资
分别搬上小车，分发转运到不
同的医院。

“你没看到那个场面，真的
好壮观。”回想当时的场景，刘
仙仍然感慨万千，“真的就是蚂
蚁搬家，不管是奔驰宝马，还是
劳斯莱斯，没有什么品牌区分，
所有志愿车就只有一个身份，
就是物资车。”

在爱心协会、志愿者、媒体
帮助下，刘仙的餐厅不仅没断
过一天肉，还为医护人员募集、
购买到近350万元的物资，“我
们所有人用自己的方式，为武
汉撑起了一片天。”

从“雨衣”到“雨伞”

随着武汉各医院的厨房开
始恢复正常运转，物资供应越
来越充足，刘仙决定结束“逆
行”使命。她将餐厅1000多斤
猪肉分送 100 户孤寡老人后，
离开了武汉。

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投身公益。她在武汉期间创
办了“雨衣公益”，最初的目
的，是想成为一个“组局者”，
把在武汉期间认识的好心人
汇聚到一起，组成公益组织，

帮助更多的人。
她组建了 10 多个“雨衣公

益”微信群，上万名志愿者入
群，成为遍布全国各地的“小雨
衣”。党员、退伍军人担任管理
员，接收、发布各种求助信息，
当地志愿者给予相应的帮助。

据媒体报道，从 3 月 20 日
至今，“雨衣公益”已经行动了
起来。西昌火灾，捐赠矿泉水
面包等物资 10 万元，志愿者 6
人前往现场支援；绥芬河市发
生疫情，捐赠口罩、防护服、手
套、帽子、鞋套等物资 13 万元；
帮扶武汉志愿者彭攀患有骨癌
的儿子，筹集现金36000元、物
资 500 元；帮扶湖北十堰特困
家庭，筹款 8100 元；帮扶安徽
池州重病孩子，筹款 28858.89
元……

曾经的小小“雨衣”，汇集
成了上万人的“雨伞”。“雨衣妹
妹”，从一个人的称号，变成了
一群人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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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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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20时）AQI指数44 空气质量：优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资阳、攀枝花、
雅安、自贡、泸州、遂宁、南充、广安、绵
阳、巴中、内江、乐山、眉山、宜宾、绵
阳、广元、达州

15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至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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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9月15日开奖结果
体彩

逆行武汉战疫 送出两万份盒饭

雨衣妹妹刘仙：做公益会“上瘾”

武汉战疫时的“雨衣妹妹”刘仙。

新青年 上封面
封面人物大型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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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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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廖秀李佳雨

7 星 彩 第 20090 期 全 国 销 售
12014070元。开奖号码：2517861，一等
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5注，
单注奖金20167元；三等奖167注，单注
奖金1800元。56623931.02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0209 期 全 国 销 售
20181750元。开奖号码：207。直选全
国中奖5468（四川318）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3170（四川
1528）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25174553.3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209 期 全 国 销 售
11928512元。开奖号码：20732。一等
奖 36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05077547.7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11月
1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疫情期间，在成都从事餐
饮行业的刘仙带队逆行武汉，
他们每天要准备400到600份
盒饭，在武汉支援的45天，一
共送出了两万余份免费盒
饭。由于没有专业防护服、护
目镜，又总是穿着雨衣，穿梭
在各大医院，大家亲切地称她
为“雨衣妹妹”。

对刘仙来说，做公益是一
件让人“上瘾”的事情，结束武
汉逆行回到四川的半年时间，
她开办了口罩厂，成立了“雨
衣公益”，将小小雨衣变成了
一把爱心大伞。

9月8日，刘仙被授予“全
国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以
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她说，“其实我只是一个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女生，
获得这两项荣誉，是对这次抗
疫中，一群年轻人的肯定和鼓
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