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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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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122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
良：广元、泸州、眉山、雅安、攀枝花、乐
山、宜宾、内江、南充、西昌、广安、资阳、
绵阳、遂宁、巴中、自贡、达州
轻度污染：德阳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1月13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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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30—160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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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女排的“追梦少女”缪伊雯

放弃大学名校保送
成为赛场上最亮的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汤晨

2012年，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小升
初排球特长生考试的第一天，一个女娃
娃高得很“突出”。即便八年过去了，当
时的主考老师左曼依然记得看到缪伊雯
的第一眼，“身高1.79米，身材比例很好，
各方面考核下来，我当时就想：‘就是她
了’！”左曼是前沙排国手，拿过世界亚
军、全国冠军，扎根中学校园的她是一位
颇具慧眼的伯乐，“当时就觉得，这个小
姑娘天生是练排球的好苗子。”

果然，左曼没看错。
八年后，当年1.79米的小学毕业生

已经身披四川女排战袍，身高飙到1.87
米，过去两年她入选了中国女排青年队
和中国女排二队。2020年12月18日，
2020/21赛季女排超级联赛落幕，缪伊雯
被媒体誉为“本届联赛00后新人中最大
的亮点之一”。

说起和排球的故事，缪伊雯说自己
是一位“追梦少女”，而她和排球的缘分
其实冥冥中定格在了2004年。

缘分
一张照片暗藏的伏线

从小，缪伊雯就很高。“没想打排
球那会儿吧，天天盼着‘不要再长了，
不要再长了’，进了专业队以后天天就
愁，‘哎呀怎么就不长高了’！”

尽管身材高，但在接触排球以前，
缪伊雯没有练过任何体育项目，她的
排球启蒙年龄也不算早，“我可能在小
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接触的排球，因为
个子高，被教练挑进了校队。”

其实缪伊雯也是前两年才发现，
自己和排球结缘要早很多。缪伊雯翻
小时候照片时，惊喜地发现，四岁那年
曾在家里的客厅拍了一张照，而照片
里电视机的画面正是 2004 年雅典奥
运会中国女排的比赛。随后，这张伏
线千里的照片一直珍藏在缪伊雯的手
机里。

小学的两年校队生涯让缪伊雯体
会到了排球的快乐，上了初中后，她在
左曼的指导下开始相对专业的排球训
练。“初中之后训练强度大了一点，学习
压力也大，而排球是我劳逸结合的一种
方式。在学习之后训练，跟队友一起开
开心心的，对我来讲还挺好的。”

每天下午 5 点半下课后，缪伊雯
匆匆赶到排球馆换衣服，5 点 40 分开
始训练。训练大概不到一小时，她又
赶去食堂吃晚饭，然后晚上 7 点到教
室晚自习。寒暑假有比赛、训练，还要
赶作业，左曼老师回忆，排球队有个雷
打不动的传统：“同学们每到一个赛区
比赛都要去申请一个教室或会议室，
用来学习，这是一个优良传统。”就这
样，一边训练一边学习的紧凑生活，缪
伊雯从初一坚持到了高二。

转折
一场比赛改变她的命运

进入高中，特别是高三近在眼前，
学业的压力渐渐增加，很多队员慢慢
减少了排球训练的时间。从初中就这
样“走过来”的缪伊雯则选择了坚持，

“可能从初中到高中，我已经习惯这种

生活模式了。”
然而，一场比赛改变了缪伊雯的

命运。
2017年寒假，缪伊雯去四川女排

双流主场看了一场球，“感觉现场的气
氛特别燃、特别感人，自己身处其中特
别开心，特别特别想要那股劲儿。”

回家后，缪伊雯开始思考一个以
前从未认真想过的问题——是否成为
一名职业排球运动员。“其实，在初升
高的时候，有省队的教练来选过我，当
时因各方面的原因没有选择这条路，
但可能心里就有了那颗种子，然后看
了这场比赛就萌发了这个想法。”

机缘巧合的是，不久后，四川女排
进校园选苗子，主教练叶文也是一眼
就相中了缪伊雯。据叶指导回忆，当
时他其实没有十足把握缪伊雯会进
队，“因为她已经提前保送名校了。”

读大学还是进专业队，如此重大
的人生决定，缪伊雯很慎重。“我回家
跟父母商量，然后跟老师商量，跟教练
商量，当时最好的一点是，家人老师都
把选择权交到了我手上，他们把利弊
给我讲清楚之后，让我自己做选择。”

“因为热爱所以赤诚，那个时候开
玩笑说自己是追梦少女，”回忆起高二
时那个决定，缪伊雯说，“到现在我都
对这个选择不后悔。”

挫折
一次崴脚差点影响职业生涯

2018年缪伊雯入选国青，参加了
世青赛，2019年她又进入了中国女排
二队的名单。脱下高中队服不久就穿
上国字号的战袍，这在国内职业排球体
系里非常罕见。缪伊雯可谓拥有完美
的开局，但谁也没想到，意外说来就来。

2019年一次普通的队内小比赛，
缪伊雯崴了脚。“非常严重，差一点就

影响职业生涯，她第二天就飞到北京
做手术了。”叶文回忆时仍感叹，那次
受伤很“凶险”。

如今，缪伊雯的脚踝里还留着一
颗钉子。复出后的第一个排超联赛，
在接应位置扣球总分和效率的排行榜
上，缪伊雯总得分排 21 位，效率排 18
位，但在“00 后”球员中，她仅次于国
手李盈莹和王艺竹。

这位“追梦少女”未来的梦想是身
披国家队战袍、为国争光，“大家都知
道女排精神是‘祖国至上顽强拼搏团
结协作永不言败’。我的理解是，每天
的训练生活中努力对待每一个球。我
以前听人讲过，扛过专业队高强度的
训练后，好像什么都不算事儿了，虽然
有点夸张，但可能对我们来说，这种精
神和经历是真的融入到骨子里的。”今
年将满21岁的缪伊雯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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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乐透第21006期全国销售
273199546元。开奖号码：04、22、25、
28、35、04、05，一等奖基本1注，单注奖
金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67
注，单注奖金176510元，追加33注，单注
奖金141208元。三等奖112注，单注奖
金10000元。830578066.14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013 期 全 国 销 售
23143624元。开奖号码：887。直选全
国中奖6642（四川466）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22464（四川
1115） 注 ，单 注 奖 金 346 元 。
31406672.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013 期 全 国 销 售
13114992元。开奖号码：88726。一等
奖 43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25353344.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15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