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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22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90 空气质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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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安、资阳、广安、达州、巴中、内江、眉山、
宜宾、乐山

2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7月21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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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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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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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超级大乐透第21083期全国销售
272635093元。开奖号码：07、09、11、26、
35、01、08，一等奖基本6注，单注奖金
7329020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5863216
元。二等奖基本84注，单注奖金148138
元。追加42注，单注奖金118510元。三
等 奖 134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759158453.2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192 期 全 国 销 售
27531930元。开奖号码：740。直选全国
中奖6242（四川309）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15913（四川791）注，
单注奖金173元。41011175.11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192 期 全 国 销 售
13470472元。开奖号码：74070。一等奖
109注，单注奖金10万元。406474025.1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9月22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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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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重病患者到“幸福观察员”

她创办的“立夏FM”获得居民点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邹阿江 记者 秦怡

三个月前，23岁的周咨余收到了一
份聘书，上面写着：“兹聘周咨余同志任
成都市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首批市民
观察员。”作为一名社区志愿者，周咨余
认为这份聘书对自己既是一份荣誉，更
是一份使命。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幸福
观察员。”周咨余小心翼翼地翻开那份聘
书笑着说，6年前的她全身出现小血点，
被医院诊断为紫癜性肾炎。该吃的药都
吃了，病情却不见好转，这一年，她不得
不放弃了人生最重要的高考。

如今，在与病痛抗争6年后，周咨余已
经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康复阶段。“如果身
体完全康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
加高考，弥补人生的缺憾。”与6年前相比，
周咨余的言语中带着一种自信。现在的
她，是成都市郫都区双柏社区的导赏团团
长，还成立了“立夏FM”工作室。

身患重病
她放弃高考成为“轮椅女孩”

周咨余说自己失去了很多，也得到
了很多。

从身患重病的社区服务对象，到社
区志愿者，再到服务一方的导赏团团长，
周咨余数年如一日地认真工作。在双柏
社区家长和孩子们眼中，她是那个会讲
故事、善良热心的“立夏姐姐”；在社区同
事眼中，她是一个自信聪明、干事积极的

“好战友”。
2015年1月，这是周咨余不想提及

的日子。在省医院，医生一张化验单宣
告了她无数梦想的破灭——紫癜性肾
炎。这意味着未来的日子里，她将一直
与病痛对抗。而就在年前，她还和家人
在饭后茶余谈论自己的高考志愿以及对
未来的规划。回到家后，她把艺考资料
压在了书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她想，也
许这一生，可能再也用不到它们了。

这一年，除了错过最重要的高考，周
咨余什么也没做。身上的小红点逐步从
脚踝蔓延到身体的各个关节部位，越来
越多。疼痛感让她一度无法行走，只能
坐在轮椅上，每天对着窗外发呆。

为了让周咨余不感到孤独，姐姐周
静想在双柏社区服务中心借一辆轮椅
车，方便妹妹出行。一番交流后，社区几
位工作人员上门找到了周咨余，目的是
想帮帮这个女孩，解决平时的生活难
题。“我印象中的社区工作人员就是一群
退休大妈，专门调解社区的矛盾纠纷。”
周咨余说，但那一次见面后，她发现社区
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他们的工作内容
也不单单是调解居民纠纷。

2016年年初，姐姐周静为了感谢社
区工作人员对妹妹的照顾和帮助，自愿成
为了社区的一名志愿者。那时，周咨余的
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但由于长期独处，
她变得不太愿意与人交流，“整个人都自
闭了。”为了走出心理上的困境，她决定像
姐姐一样去双柏社区当志愿者。

重获新生
主持节目创办电台获得点赞

2016年4月，社区准备筹办一场活
动，给社区里同月的孩子庆生。社区负

责人得知周咨余读书时学习过播音主
持，便鼓励她来主持活动。周咨余爽快
答应了。

活动圆满成功，社区工作人员开始
注意到这个刚刚成年的女孩，一头干净
利落的短发，白皙的圆脸蛋上一双明亮
的眼睛，是一个做主持的“料”。在主持
的时候，周咨余除了声音甜美，眼睛好像
也会“说话”。慢慢地，几场活动下来，社
区里的小孩和家长们都管她叫“周老
师”。

从孤独的患者，到社区里的“周老
师”；从内心的自我拉扯，到被人看见、被
人尊重。周咨余觉得自己获得了重生。

2016年8月，在没有任何设备和资
金的支持下，周咨余在双柏社区创办了
夜读节目“立夏 FM”，录制系列睡前故
事。“我出生的那一天正好是立夏，夜读
节目的诞生也算是一种重生。”周咨余
说。

2017 年初，“立夏 FM”在社区越办
越好，获得不少社区居民点赞，大家都知
道自己身边有一位“立夏姐姐”。周咨余
觉得只做睡前故事，节目太单一了，于是
她决定尝试宣传国学，录制了几期《立夏
姐姐时令古诗》，同时邀请了社区10余
组家庭参与节目录制。社区的孩子们跟
着周咨余一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周
老师”到“立夏姐姐”，周咨余对自己的定
位更加准确了。

2018年4月，郫筒街道着力打造国
际化社区，为帮助社区工作人员提升业
务水平，说好普通话，在社区工作人员的
协助下，周咨余在蜀都新邨社区开设普
通话公益培训班，社区200多人参加了
培训。2018 年 11 月，业务能力熟练的

周咨余已经从社区志愿骨干变成了郫筒
街道社区合伙人，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具
品质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

为幸福代言
“立夏FM”工作室即将落成

今年 2 月，成都市“幸福美好生活
十大工程”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

（草 案）提 请 审 议 。“ 在 2000 万 市 民
中，我有幸成为 45 名市民代表之一，
为幸福代言，为人民发声。”周咨余直
言，自己的人生就像经历了灾难电影
场景一般，但经过努力，风雨之后，彩虹
就在身边。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全国掀起了
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如何创新党史学
习的形式？周咨余思考之后，用“图文+
音频”的方式在网上开设了党史学习专
栏。“效果很好。”她说，由于内容口语
化、趣味化，有很多人愿意学习。

采访尾声，周咨余告诉记者，自己创
立了一间工作室——“立夏 FM”工作
室。这间工作室坐落在郫都区创智公
园里，还有几个月装修就要完工了。

“未来工作室会继续做党建内容。”周
咨余说。

周咨余和社区小朋友一起诵读古诗。

周咨余在“立夏FM”录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