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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
偏北风1- 2级

22-31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 2级

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8时）
AQI指数 105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泸州、德阳、绵阳、自贡、广元、遂宁、
南充、攀枝花、西昌、马尔康、康定
良：雅安、资阳、广安、达州、巴中、内江、
眉山、宜宾、乐山

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7月4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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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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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你领到熊猫没有？”最近很多四川
人突然有了这样的“问候”，传说中的

“四川人人手一只熊猫”难道是真的？
原来，四川省卫健委陆续推出了12款
有创意、有格调、有温度的天府旅行大
熊猫视觉形象。用户在完成所有剂次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后，其健康码页面就
会显示一只在旅行的熊猫，背景随机显
示为四川省内不同旅游地标，打开“绿
码”，瞬间有了“拆盲盒”的乐趣。

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萌萌哒的大
熊猫形象出自一位成都妹子之手。这
位新锐艺术家名叫海稣，毕业于美国
旧金山美术学院，并拿到了美国加州
美术学院硕士学位，现为成都大学副
教授，国家二级美术师。成都大运会
特许经营视觉艺术创意首席顾问。

太可爱！
她画的大熊猫冲上热搜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海稣说：“旅行熊猫系列的
设计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我带领
团队硬是熬了十天，每天只能睡 3 个
小时。现在，当这批旅行熊猫形象成
为我省民众注射完两针新冠疫苗后获
得的一份礼品，我从内心感到欣慰和
自豪。因为我通过这个平台，不仅向
广大市民低维度地输出了高雅视觉艺
术的成果，还将我自己长期的钻研和
最擅长的水墨艺术表达进行了应用，
在发掘传统水墨精神基础上以当代更
活泼的表达方式充分创新。”

海稣创作的旅行熊猫共12幅，背
景图以泼彩水墨风格呈现三星堆、九寨
沟、青城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杜甫草
堂等四川著名旅游景点，在每一幅背景
图中，“主人公”大熊猫身穿纹有三星堆
黄金面具的小马甲，背着旅行背包，或
在三星堆探秘神秘古蜀国的前世今生，
或在乐山、青城山、九寨沟畅游山水，或
在杜甫草堂泼墨吟诗……跟着这只可
爱的熊猫，便能领略四川秀美的自然风
光和浓厚的历史文化。

为大运操刀
国潮范儿创意十足

海稣与熊猫的结缘，可以追溯到
更早的时候。作为出生在熊猫故乡的
四川人，她在少年时期就创作了一幅
幅生动可爱的大熊猫主题作品。

2019 年，成都举办第 6 届创意设
计周。开幕前，组委会负责人紧急邀
请海稣创作大会外场氛围背景。经过
几天连夜奋战，海稣创作出了一款极
具创意的天府熊猫图案，巧妙嵌入四
川诸多文化元素，如太阳神鸟、川剧变
脸、四川电视塔等，造型生动、色彩新
颖，赋予熊猫一种崭新的文化理念。
这个熊猫形象还被成都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选中，作为“新旅游·潮成都”的
100个旅游景点的授牌标志。

2020年，成都大运会特聘海稣为
特许经营视觉艺术创意首席顾问。这
次大运会的基础主题形象“蓉宝”正好
又是熊猫。海稣带领团队奋战半年，
在原始“蓉宝”形象的基础上，发挥创
造性，补充和丰富新元素，先后完成官
方特许零售主题限量套装、潮蓉宝系
列、圣诞蓉宝系列、新春蓉宝系列、新
春官方礼盒等作品的开发。

在2021年新春礼盒的创意中，海
稣充分考虑到大运会和新春的特点，
按照中国气派和时代审美的要求，把
一些新的视觉元素融入熊猫形象之
中，每一款熊猫都极具动感，萌态十
足，美观而时尚。

作品点亮成都
“时尚创意人”当之无愧

此外，海稣又将这只大熊猫的形
象运用在自己的学术著作《穿越美的
世界历程》的封面上，这本书也成为去
年成都创意设计周的爆款读物。

同时，海稣把该熊猫形象与终极
环保材料结合，开发形成了时尚的
环保布包和 T 恤，作为全国精选的
10 件最具中国时尚特色的作品之
一，被送到法国巴黎老佛爷中庭进行
了为期 1 个月的可持续发展时尚成
果展览，受到广大外国朋友的热烈好
评。海稣个人也因此在 2020 年的成
都时尚大典中荣获”年度创新力时尚
创意人”。

不仅如此，海稣还积极参与公益
活动。春节前夕，为了让贫困家庭、残
障人士和孤儿感受到节日温暖，海稣
带领成都大学的一批学生前往金牛区
残联、阳光家园、成都 SOS 儿童村开
展了三次新春暖心公益慰问活动，她
个人还捐赠了两百套新春蓉宝礼盒。

自创轮滑绘画
多次获国际大奖

海稣的创新精神与创意能量既来
自于她的现代观念和国际视野，又来
源于她的专注与坚韧，而这一切与她
长年累月的艺术实践以及在海外多年
求学经历密不可分。

据了解，海稣在旧金山美术学院
和加州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先后完成

《水墨情缘》《水墨痕迹》《遇见水墨》
《滑轮水墨》系列创作，多次获得国际
大奖。她 26 岁创造的滑轮巨幅水墨
绘画作品《血脉山河》，被英、法、美等
国家的主流媒体誉为创造“世界滑轮
绘画第一人”。

同时，海稣还致力于将她的艺术

知识和理念传播给广大的青少年群
体。她在 2015 年被成都大学人才引
进，特聘为副研究员。归国后，海稣以
国际化视角回溯中国美术经典，借创
新性思维反哺华夏美术传播，将多年
来对中西方艺术的探求，用五年时间
完成70万字的《穿越美的世界历程》，
向世界展现出“新成都”对艺术人文的
思考与感悟。而完成这部书的初衷，
只是她为了给自己的学生提供一部深
入浅出的教材。

海稣在与学生们的相处中，从来
没有教授的架子，更像一个大姐姐，无
微不至关心、爱护她身边的每一个学
生，带领、帮助他们迅速成长。大运
会、卫健委的一系列设计任务，就是海
稣手把手带着自己的学生们完成的。

“青年艺术家除了要搞创作，同时也应
该有社会担当，为那些热爱艺术的孩
子插上梦想的翅膀，这对我来说很有
成就感。”海稣说。

给四川人带来“开盲盒”乐趣

旅行熊猫 出自这位成都妹子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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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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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星彩第21076期全国销售15414122
元。开奖号码：816800+3，一等奖0注；二等奖4
注，单注奖金71596元；三等奖15注，单注奖金
3000元。190540087.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1175期全国销售30903746
元。开奖号码：117。直选全国中奖7885（四
川710）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
奖13397（四川601）注，单注奖金346元。
39401493.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1175全国销售13769632元。
开奖号码：11745。一等奖152注，单注奖金10
万元。388511791.5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21072 期 全国销售
35474504元。开奖号码：30110300100131，
一等奖全国中奖97（四川3）注，二等奖全国
中奖2425（四川10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72期全国销售
16145144元。开奖号码：30110300100131，
全国中奖7564（四川429）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72期全国
销售178180元。开奖号码：010000311311，
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072期全国销售
1147668元。开奖号码：11121200，全国中奖
67（四川2）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9月2日。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