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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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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53 空气质量：良
优：攀枝花、马尔康、康定、西昌、广元、
眉山、南充、绵阳、遂宁、乐山、内江、自
贡、宜宾
良：泸州、德阳、广安、达州、雅安、巴中、
资阳

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1月7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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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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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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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列 3 第 21007 期 全 国 销 售
21156076元。开奖号码：901。直选全
国中奖 3055（四川 251）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2344（四川
690）注，单注奖金173元。30414575.0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007 期 全 国 销 售
13197188元。开奖号码：90122。一等
奖 78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10665546.9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1003期全国销售
45033638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033310001313，一等奖全国中奖4（四川
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314（四川20）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03期全国销
售 24452830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033310001313，全国中奖 1029（四川
53）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03期
全国销售 264676 元。开奖号码：
003333101133，全国中奖3（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003期全国销售
985946元。开奖号码：13131132，全国
中奖19（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
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耍
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沈轶

1 月 7 日，久违的降雪给了成
都人一个大大的惊喜，大家通过各
种社交软件分享雪花飞舞的视频
与照片。

与许多人激动的心情不同，21
岁的赵伟（化名）希望这场雪能早
点结束，因为与这场雪一同到来
的，是成都新年以来的“最冷”天
——早上9点就已经被“清零”的室
外温度，让他感受到了彻骨之寒。

赵伟是一个外卖骑手，是我们
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冷的成都”

赵伟说，这是他来到成都后，
感觉最冷的一天。

赵伟今年21岁，达州人，去年7
月从达州来到成都后，成了一名外
卖骑手。“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洗
漱完，7点左右打开软件开始接单，
一般是送一整天。”赵伟说，之所以
会每天起个大早，是因为早上抢单
的人相对较少，而很多人又有早餐
需求，所以他愿意打个时间差。

赵伟住在成都三环路外。“一
起合租，平摊下来每人一个月只要
600元左右。”他说，房间里没有空
调，去年入冬后，花钱买了一个小
型暖风机。

1 月 7 日早上，赵伟差点未能
按时起床，“太冷了，刚坐起来，就

又想躺回去。”最终，他在被窝里穿
好了秋衣秋裤，打开暖风机又吹了
会，才挣扎着从床上跳下来，洗漱
完毕，打开手机，“你有新订单啦”
的提醒声如约而至。

平时，赵伟一个早上能送个四
五单，但7日这天，生意不那么好，
从早上7点到9点，他一共只接了
三个单子，“主要还是太冷了，很多
人冷得都不想起床，肯定就更不想
吃早饭了。

“充实的工作”

“我最多可以和你聊2分钟。”
7日下午3点05分，赵伟将一份外
卖送到了记者手中。得知记者想
和他“聊一聊”，他晃了晃手中的手
机说，“下单只有11分钟了，还有2
公里，我不敢聊太久。”

“如果有人说成都节奏慢，让
他来送外卖试试。”赵伟说，他从来
没有感受过慢节奏生活，自从来到
成都开始送外卖，他一直就感觉背
后有人在推着他走，“只要接单，就
感觉自己被控制了，因为超时可能
就会赔钱。”

“无视红绿灯”“提前送达”“提
醒给好评”是一部分外卖骑手的基
本操作。一开始，赵伟做不到这
些，经常赔钱。

赵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休息
日会去网吧上网、玩游戏，对于许
多网络热词都非常熟悉，“之前有

人在网上说‘工作量不饱和’，我觉
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开始接
单，就必然是一单接着一单，我有
时吃饭都是一边骑车一边吃。”

他再次晃了晃手机，“三分钟
了，不能聊了，再聊估计我就送不到
了。”赵伟一边说一边骑上了电动车。

“陌生的城市”

与刚来成都的赵伟不同，王国
发已在成都生活了三年，做外卖骑
手也有两年多了，“这个工作怎么
说呢，累是累点，但是真的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

王国发今年 37 岁，家在成都
周边，准备明年离开成都，“总不能
一辈子送外卖吧。”

王国发说，现在，他每个月能
挣 8000 元 左 右 ，“ 每 天 大 概 送
40-50单。”

与很多人相比，王国发的收入
已不算低，但他说，他其实并不幸福。

“就像今天中午，我去饭店取外
卖，里面挺暖和的，看着别人围着桌
子吃饭，一边吃一边聊天，热热闹闹
的，挺羡慕的。”然而，取到外卖后，
王国发不得不走出温暖的饭店，继
续穿梭在成都的第一场大雪中。

王国发说，尽管已来了三年，
但他觉得对这座城市依然不熟悉，

“感觉自己每天只有工作，没有生
活，从早上起床，就生活在各种时
间计划里。”

穿梭在“成都初雪”中的外卖小哥：

天冷订单少希望这场雪早点结束

四川多地迎降雪
收好这份玩雪攻略，周末开启冰雪之旅

1月7日，纷纷扬扬的雪花在街
头飘落，成都迎来了2021年的“第
一场雪”。当天，除了成都，四川多
个市州也下起了新年第一场雪，部
分海拔较高地区，已是一片银装素
裹。周末到来，出门赏雪正当时，去
哪里合适？这份四川冬季玩雪攻略
请收好，一起来开启冰雪之旅吧。

乐山赏雪点：峨眉山

川内赏雪，峨眉山是人气最高
的景点之一。作为中国四大佛教
名山之一，峨眉山的“地位”自然不
容置疑。在海拔 3077 米的金顶，
除了赏雪、观云海，如果运气好，还
能见到佛光。今年，峨眉山的气温
低、雪期早、雪量大，目前，雾凇、树
挂等冰雪景观已悉数登场。

甘孜赏雪点：海螺沟

海螺沟位于甘孜州泸定县磨
西镇，贡嘎山东坡，距离成都 280
公里。海螺沟是亚洲最东低海拔
现代冰川发现地，海拔2850米，其
大冰瀑布高 1080 米，宽 0.5 米至
1100 米，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高
大冰瀑布。

阿坝赏雪点：四姑娘山、达古冰川
冬季的阿坝州，除了位于小金

县境内著名的四姑娘山外，从汶川
县前往九寨沟沿途，可在茂县九鼎
山太子岭滑雪场、茂县叠溪松坪

沟、松潘奇峡沟冰雪欢乐谷，领略
冰雪世界。经汶川前往马尔康方
向，既可以在理县鹧鸪山、毕棚沟、
孟屯河谷滑雪赏雪，也可以经红原
壤口到黑水县达古冰川，感受上亿
年形成的古老海洋性冰川。

绵阳赏雪点：小寨子沟

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位于绵
阳市北川县青片，距北川县城 93
公里，景区面积 360 平方公里，自
然生态保存完好。

眉山赏雪点：瓦屋山

“瓦屋冰雪，南国一绝”。位于
眉山市洪雅县的瓦屋山国家森林
公园，是这两年的“网红”景点，被
评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
标”。时下，山上的冰挂、雪挂、冰
柱等自然景观一一呈现，冰雪景色
美不胜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 谢杰 罗轩 谢颖 王攀 周洪
攀 叶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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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华蓥山上瑞
雪普降。韩云政摄

1月7日，峨眉山金
顶，“南国雪世界”
再次迎来降雪，一
片玉树琼花、银装
素裹的美景。

王国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