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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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云
偏北风1- 2级

3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44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广安、绵阳、巴中、遂
宁、泸州、乐山、雅安、自贡、内江、攀枝
花、眉山、宜宾、资阳、广元、西昌
良：德阳、南充、达州

2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4月29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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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0—12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城市为优至良，部分城市为
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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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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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列 3 第 21109 期 全 国 销 售
28419328元。开奖号码：172。直选全
国中奖11432（四川940）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37065（四川
2139）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34137381.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109 期 全 国 销 售
14569730元。开奖号码：17237。一等
奖 94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55792145.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
2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刘蔚婷每年基本都
会回成都一两次，每次都
惊叹家乡的变化太快
了。“我感觉我都有点快
赶不上成都的发展节奏
了。”在她眼中，正在建
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的成都，
基础设施和绿化建设等
变化很大，为市民带来更
多便利和享受。

写影评、办电影节、推广成都美食美景……

90后成都女孩
在美搭建国际文化交流桥梁

今年是成都姑娘刘蔚婷在美国生
活的第九年。2012年她考入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UCLA）就读，2020年从查
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道奇
电影学院硕士毕业。如今她是一位国
际影评人和电影节策展人。

写影评、办电影节、推广成都美食
美景……这位出生于1994年的年轻
人，参与创办了洛杉矶国际文化电影
节，并在诸多国际电影刊物和网站上
撰写华语电影的影评。通过电影，她
想搭建起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传播
中华文化。

“作为成都人，我也很期待能在成
都办一场国际电影节。”刘蔚婷说。

参与创办洛杉矶国际文化电影节

从小便喜爱电影的成都女孩刘蔚
婷，选择了到影业发达的洛杉矶留
学。本科毕业后，她在查普曼大学道
奇电影学院完成研究生学业，专攻
电影研究。在求学期间，她连续在
2016 至 2017 年担任了第一、二届洛
杉 矶 国 际 文 化 电 影 节 的 导 演和评
审。而这个国际文化电影节也是由她
发起创办的。

“作为一个电影学生和爱好者，我
是各大电影节的常客，也喜欢观察这
些电影节是如何运作的。久而久之，
我和其他朋友便萌生了自己举办一个
国际文化电影节的想法。”刘蔚婷说。
行动派的她们，游说学校提供活动资
金和场地，并请评委，进行宣传，吸引
全球电影人过来投稿。

“每届电影节从筹办到活动举办
大概需要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其间需
要协调的事情非常多，也有很多的不
确定因素，比如最后到底会有多少观
众来，这些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最后，
参展人发现它们的作品有很多人欣
赏，很开心。我们也会很开心，觉得付
出是有回报的。”工作选择电影行业，
刘蔚婷坦言也有很多压力，但最终仍
然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兴趣。

除了办电影节和放映活动，刘蔚
婷还做着电影撰稿人的工作。她为诸
多国际电影刊物和网站撰写华语电影
的影评、长文，在欧美媒体上推广华语
电影的线上和线下活动，希望搭建起

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

期待在成都办一场国际电影节

在成都长大的她，对这座城市有
着极深的感情。

到了国外求学后，异国他乡，这种

感情更是深刻，“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
人，对成都的一切都太熟悉，了解它的人
文、山水、经济等等。虽然目前在国外，
但可以说我是深受成都文化的熏陶。”

刘蔚婷告诉记者，她每年基本都
会回成都一两次，每次都惊叹家乡的
变化太快了。“我感觉我都有点快赶不
上成都的发展节奏了。”在她眼中，正
在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的成都，基础设施和绿化建设等
变化很大，为市民带来更多便利和享
受。“比如，成都将很多以前的老工业
园区，创意改造成了艺术区，这让城市
文化更加繁荣。”

她也看到，现在成都成为了很多
热门电影、电视剧的取景地，文化娱乐
氛围越来越好。刘蔚婷坦言，她希望
在将来，能够回到成都办一场国际电
影节，“现在的成都充满文化和商业机
遇，成都会是一个适合兴办国际电影
节的城市，会吸引更多访客来到这座
城市。”

谈及未来的打算，刘蔚婷希望继
续写电影文章，做一名优秀的策展人
和影评人，并在美国继续举办华语电
影节。“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尽相
同，我认为只有坚定地遵从自己的内
心，才能更好地成长。”谈及个人的理
想和生活，她说希望与大家共勉。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冲高震
荡，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四集体收涨，沪深股指
均收出三连阳，盘面上银行、证券、家
电股有所表现，钢铁、汽车跌幅居前，
而北上资金净买入超50亿元。截至收
盘，两市涨停47只，跌幅7%的个股超
70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收于5
日均线之上，两市合计成交达8200亿，
环比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
于5小时均线之上，沪深股指60分钟
MACD指标也重新金叉；从形态来看，最
强的创业板指盘中刷新了近期反弹新
高，但其60分钟MACD指标居然在一日

内出现两次死叉，特别是两市个股继
续涨少跌多，让人不禁感觉是一次小
型的抱团股行情，因此短期市场虽然
冲高，但仍需继续谨慎看待。期指市
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增加、持仓减
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缩
减。综合来看，抱团股的估值修复已
经告一段落，随着年报、季报的披露完
毕，市场显然迎来各类题材股炒作机
会，调仓换股正当时。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4.3元均价买
入海峡创新46万股；以9.28元均价买

入华创阳安15万股，之后以9.42元均
价卖出15万股。目前持有泽达易盛
（688555）8万股，华创阳安（600155）30
万股，浙江龙盛（600352）13.5万股，浪
潮信息（000977）7 万股，海峡创新
（300300）46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9109423.48 元，总净值 20442723.48
元，盈利10121.36%。

周五操作计划：海峡创新若不直
接涨停则先买后卖做差价并继续增加
持仓。华创阳安短期超跌严重拟先买
后卖做差价，浙江龙盛一季度养老基
金买入5亿元，拟择机加仓。浪潮信
息、泽达易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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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从内心的90后影评人刘蔚婷。

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