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 家里长辈颇爱丹青
第一次画大熊猫
巨型脑袋斗鸡眼配上大长腿

果果妈是学美术的，家里长辈也颇爱丹青，
从小果果就爱在家里的墙壁上乱画一气。

果果二年级时，就读的成都市实验小学与美
国布利斯学校作为友好学校交流，果果尝试画大
熊猫，向外国小朋友介绍家乡成都。第一次下笔，
果果说，有些“惨不忍睹”，因为她先给大熊猫画
了一个大大的脑袋，两个黑圈凑成一对斗鸡眼，
头大身子小，被妈妈纠正说身子要画大些，果果
大笔一挥，添上两条大长腿……回忆起来，原本
有些怕生的果果笑得露出了小门牙。

让果果“不满意”的，还有自己6岁时的第一个
绘本。“这是画得最丑的。”果果翻开《熊猫带你游
成都》，几条线勾出成都景点位置的简易地图打头
阵，吃火锅、泡温泉、三大炮、人民公园转糖人、青
城山舞剑，甚至把打麻将的妈妈作为原型也画进
了画里。这些画都是果果一次画成的，图画上的英
文解释，来自漂洋过海的美国小朋友的翻译。

“妈妈不让我用铅笔，直接画。”果果也喜欢这
种握一支签字笔画得随心所欲的感觉。“就跟她说
不要打草稿，自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罗女士说，
孩子喜欢画画家长就支持，不喜欢的不强迫。

她 笔下的主角只有一个
画的三国人物有点怪
骑着大马长着大熊猫的脸

拿起笔，就一发不可收拾。果果先后完成了6
本绘本，都是以大熊猫、成都等作为主体，其中

《熊猫带你游成都》和《姚记家传小吃菜谱》，被一
款知名的英语学习手机软件收录，点击量过万。
去年，成都市实验小学和邮局联合发行了大熊猫
主题明信片，就采用了果果的大熊猫美食菜谱。

走到哪，画到哪，是果果的创作风格。去年暑
假，果果妈和朋友带着孩子们欧洲自驾游，果果
把大熊猫“带”到了法国、瑞士、意大利等7个国

度，开房车的游客、米兰达广场的流浪艺人，威尼
斯水城的小船……于是，有了《熊猫西游记》，贪
吃的果果特意把斯图加特的冰激凌画下来，感觉
每天都是甜的。休息的时候，同行的小朋友不是做
奥数就是学语文，只有果果拖过画板，刷刷刷画起
来，速度还不慢，常常是妈妈做饭的工夫，果果就能
画上两三幅。

短短的寒假，果果创作了走红网络的《果宝熊
猫带你玩转成都》，还有两套没来得及拓落款的

《熊猫吹三国》和《成都老匠人》。果果对三国人物
情有独钟，爸爸给她买了一套三国小人书，《熊猫
吹三国》的灵感就来自于此，张飞、赵云、刘备、曹
操，12个三国人物骑着大马手持武器，形态各异，
生猛的形象搭配憨态大熊猫，童趣跃然纸上。熊猫
老匠人黑白分明，杀猪匠、弹棉花、打更人、木匠锁
匠铜匠补鞋匠，笔画精细，落笔有神，甚至细化到
大熊猫匠人额头的一缕皱纹，功底可见一斑。

她 是有爱心的小姑娘
把画做成文创产品
为山区小朋友义卖筹款

去年儿童节，学校在宽窄巷子组织募捐活
动，义卖熊猫主题明信片等产品，为四川美姑城
关小学的同学募集到2万多元现金，还捐赠了价
值3万多元的儿童图书。在成都启幕的PANDA
SHOW全球作品巡回展出，果果的熊猫系列绘本
漂洋过海到了许多国家，果果还作为百名四川代
言人之一，与著名漫画家、熊猫摄影家等艺术大
家共同出镜，为四川、为成都代言。

去年圣诞节，罗女士联系商家，将果果的画
做成了手机壳、鼠标垫等创意文化产品，在学校
的义卖活动上颇受欢迎，罗女士顺带又开了个微
店，短短时间，就筹到了1300多元的义卖款，也让
果果成为了义卖筹款王。

“有几个手机壳，他们说都成了爆款。”开业
不久的微店，已然有了不错的业绩，8日，罗女士
刚刚取回定制的文创产品，打包给客户发出去，

“打算每隔半年、一年，就帮她把钱捐给山区的小
朋友。”罗女士说。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画成都
满满都是萌点

文殊院、武侯祠、华西
坝、熊猫基地、太古里等12
个成都地标景点，每个地方
都有一群憨态可掬的大熊
猫在玩游戏，跳拱、放
风筝、老鹰捉小鸡、滚
铁环、弹玻璃球……

走世界
主角还是大熊猫

从成都到欧洲，走到哪，
画到哪，果果把大熊猫“带”
到了法国、瑞士、意大利等7
个国度，开房车的游客、米兰
达广场的流浪艺人，威尼斯
水城的小船，还吃了斯图加
特的冰激凌……

借着春节长假，罗女士陪着10岁女儿姚果果
又把宽窄巷子、锦里、文殊院、武侯祠这些成都的
标志性建筑（景点）玩了个遍。每到一个地方，好
吃嘴果果仍然直奔各种成都名小吃，吃饱喝足玩
好之后，她将这些地标景点一一画了下来，取名

《果宝熊猫带你玩转成都》。这套作品迅速在网络
上走红。

《果宝熊猫带你玩转成都》一套共12张，画了
文殊院、武侯祠、华西坝、熊猫基地、太古里等12
个成都地标，每一个地标景点前都有一群憨态可
掬的大熊猫在玩游戏，跳拱、放风筝、老鹰捉小
鸡、滚铁环、弹玻璃球……这些属于70后、80后的

童年游戏，在果果笔下，生动有趣。
“这些游戏妈妈都会带我玩。”跟其他小朋友

爱玩手机、游戏机等电子产品不一样，果果妈妈
平时爱带着孩子玩自己小时候的游戏。大年三十
晚上，为了让果果更直观地画出“跳拱”，果果爸
妈做起示范，兴致高涨的果果也要尝试，却怎么
也没跳成功，但恰恰因为没学会，“太古里跳拱”
成为果果最爱的一张画。

静态的风景建筑、动态的大熊猫游戏，相得
益彰，但果果仍然有些不满意。在妈妈的指点下，
果果在画里寥寥数笔添上小猫小狗的身影，顿时
就多了成都人闲适生活的味道，满满都是萌点。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锦里、宽窄巷子、杜甫草堂等地方，变脸吐火、转陀螺、吃火锅串串……满满
都是萌点。而这些古灵精怪的画儿，全部出自成都10岁小女孩姚果果之手。她用一支签字笔绘成《果宝
熊猫带你玩转成都》，迅速走红网络，网友纷纷称赞“别人家的小孩”。

从毫无基础到4年“画龄”，姚果果从成都画到欧洲，从民俗到三国人物，唯一不变的是，主角都是
家乡的大熊猫。

果果眼中的成都 果果笔下的成都

昨日，成都，10岁的姚果果展示她最喜欢的一幅作品“太古里跳拱”成都商报记者 张建 摄

小画家 萌萌哒

成都10岁小姑娘
12幅作品画家乡
主角全是大熊猫

姚果果作品：《果宝熊猫带你玩转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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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全市发展和改
革会议上获悉，今年市发改委将在
强化项目储备、项目开工、项目建
设上着力攻坚，明确今年将力争紫
光IC国际城、京东方（成都）健康
产业园、华西国际医院等280个重
点项目年内按期开工。同时，加大
力度推进1005个省、市重点项目建
设，尤其是列入省重点推进的41个
项目，确保完成年度投资3100亿元
以上。

今年，市发改委还将编制完善
《成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行动纲
要（2016-2025年）》，科学确定具体
目标任务，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可行
性的发展举措，并提交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审议讨论。同时，同步做好行
动纲要的目标任务分解、配套政策
制定和宣传解读实施。市发改委还
将完成《成都市2049远景发展战略
规划》《成都市主体功能分区规划》

《成 都 市 人 口 发 展 战 略 规 划
（2017-2030年）》等中长期重大规
划的编制工作，并根据行政区划调
整和新的城市定位要求，尽快完成

“十三五”规划纲要、7个2025规划和
相关规划的修编完善，力争上半年
完成“十三五”重点专项规划编制。

成都今年将力争紫光IC国际
城、京东方（成都）健康产业园、华
西国际医院等280个重点项目年内
按期开工。同时，加大力度推进

1005个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尤其
是列入省重点推进的41个项目，确
保完成年度投资3100亿元以上。推
动京东方6代线、沃尔沃扩建等年
内建成投产，加快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李家岩水库等重大项目建设。

在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方面，今年将聚焦重点产业和关
键技术领域，以企业为主体，加快
建设和新组建一批国家级企业技
术创新中心，并积极争取国家在成
都布局建设国家科学中心，力争新
创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国家
级创新平台。此外，以双创基地建
设为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推进
企业、高校、地方跨界协同创新，积
极探索促进双创成果加速孵化成
长的体制机制。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成
都将围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认真
落实产权保护制度和减税降费政
策措施，开展降成本行动，着力降
低企业创新、融资、物流、人力和制
度性交易等成本。同时，还要深化
价格等重点领域改革，今年将全面
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深入实施
价格机制改革方案，稳妥推进医疗
服务价格和水、电、气等资源要素
价格改革。成都还将积极推进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稳
妥有序做好机关公务用车改革后
续配套工作，推进事业单位和国有
企业公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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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抱娃娃飞速冲过机动车
道、行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横穿马路
……连日来，成都交警在全市范围
内对春运期间各类交通违法进行
整治，昨日上午，在人民南路华西
第二医院路段，交警一分局民警在
1小时内便拦下6名横穿马路的市
民，进行教育和处罚。

昨日11时许，华西第二医院对
面，两位女士抱着一个孩子站在辅
道和主道之间的绿化带上左右观
望。见车流较少时，两人抱着孩子
迅速走上主道，准备横穿马路。就
在这时，交警一分局民警赶紧上
前，将她们安全护送到医院门口。

“我们赶着带娃娃去看病。”抱
着孩子的妇女说。民警对两人进行了

教育，并对其依法处以20元的罚款。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在距离医

院不到100米处便有地下过街通道
以及斑马线。交警一分局二大队民
警王露表示，人民南路主道限速为
70千米每小时，车速很快，行人横
穿马路发生交通事故后，后果将不
堪设想。

据统计，1个小时内，共有6位
市民因横穿马路被教育和处罚。同
时，民警还劝回12名准备横穿马路
的市民。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千万不要
横穿马路，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
将生命置之度外，出行时遵守交通
规则。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垚）昨日
记者从成都市政府网站获悉，成都
市近日出台《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
发展行动方案》，提出了一系列促
进中医药相关产业发展的目标及
措施。

《方案》明确，到2020年，成都
将基本建立具有成都特色的中医
药健康服务体系，实现人人基本享
有中医药服务。除了中医药健康服
务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到2020年，
成都还将要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中医药产品、服务品牌和企
业，并开拓国际市场，促进中医药
对外交流。

根据《方案》，成都将培育发
展中医药文化、运动健身和健康

旅游产业。命名一批中医药文化
宣传教育基地，推进中小学、幼儿
园开展中医药文化启蒙教育。组
织创作一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
的中医药图书、画册、视频、音乐
剧等科普作品，普及中医药健康
文化知识。开展成都名老中医学
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的整理研究，
抢救我市中医医技菁华。此外，成
都还将发展中医传统运动健身休
闲产业，抢救、挖掘和推广具有我
市特色的传统运动健身项目。普
及推广具有成都地域特色的传统
运动健身项目。促进太极拳、健身
气功等传统运动与健身休闲产业
融合发展。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
产业。

近两天，冷空气让成都拥有着
通透的能见度，但气温也随之降
低。昨日早上7点全市均温5.6℃，
较前日同时点下降2℃。从前日开
始，有市民感叹“倒春寒来得有点
猛”，但气象专家否认了这一说法，
虽然目前处于立春节气，但成都尚

未入春，还不存在所谓的“倒春
寒”。

根据成都市气象台预计，未来
三天成都天空都是一个调，阴天间
多云，气温波动在3-12℃之间，10
日夜间局部有零星小雨袭扰。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今日
尾号
限行 4 9

成都
今/阴 3.5℃~11℃ 北风1~2级
明/阴 3℃~10℃ 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四川联销“3D”
第2017032期开奖
结果：237，单选806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
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
1229注，单注奖金173元。●中
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7014期开奖
结果：基本号码：15、22、05、
04、16、26、27，特别号码：19。
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392821
元 。二 等 奖 9 注 ，单 注 奖 金
18705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7032期排列3直
选中奖号码：738，全国

中奖注数12432注，单注奖金1040
元；排列5中奖号码：73874，全国
中奖注数61注，单注奖金10万元。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7014期开奖结果：前区 04 24
15 08 25，后区02 05，一等奖1
注，每注奖金10000000元，追加1
注，单注奖金6000000元。二等奖
68注，每注奖金119082元，追加18
注，单注奖金71449元。

未来三天以阴天为主 明晚局部再迎小雨

行人横穿马路 1小时内6人被罚

到2020年
成都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

今年 成都将完成
年度投资3100亿元以上

大熊猫青羊宫前贴鼻子、大熊猫武侯祠外耍弹弓、
大熊猫文殊院里骑马马、大熊猫黄龙溪镇打沙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