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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第
17110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

815，全 国 中 奖 注 数 6780 注 ，单 注 奖 金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81560，全国中
奖注数48注，单注奖金10万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
联销“3D”第 2017110 期开
奖结果：266，单选 989 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1124注，单注奖
金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17048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
码：09、14、15、19、05、08，蓝色球号码：
07。一等奖11注，单注奖金5831308元。
二等奖 107 注，单注奖金 106827 元。下
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664324529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成都
今日 多云 13℃-23.8℃ 北风1-2级
明日 阴 14℃-25℃ 北风1-2级

今日
尾号
限行5 0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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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气息为Frivole系列纯洁闪耀的风
格注入勃勃生机。精致的心形花瓣组成华美优
雅的立体花朵，一颗或三颗钻石点缀其中，绽
放出耀目华彩。九款新作将于2017年3月20日
正式上市，Frivole系列以各具特色的贵金属材
质和全新尺寸绽放新颜。新作中，世家更首次
呈献优雅轻盈的手链作品。

以黄K金为主要材质并铺镶钻石的新作
在此系列中闪耀登场，包括小号耳环、大号吊
坠及Between the Finger指间戒。炫彩悦目的
指间戒是世家的标志性设计，两朵不对称的
花朵于戒指两端相互辉映，别具一格。世家坚
持最严苛的标准甄选钻石，点缀于作品之上
的每颗钻石均达D、E或F级色泽，以及VVS以
上级净度。

Frivole系列首度推出“耳钉”作品，备有黄
K金镶钻及白K金镶钻两种款式，令整个系列
面貌更为缤纷完满。新的迷你尺寸花朵图案也
延伸至吊坠及手链，同样以黄K金或白K金铸
造。世家更首次推出缀有单枚花朵图案的轻盈
手链，令纤纤手腕更显雅致。

在Frivole系列中，花朵整体的造型结构和
花瓣的朝向均经过精心考量与设计，以重现出
大自然千变万化的瞬间。世家沿用自1920年代
起便采用的镜面抛光工艺，完美提升了金属的
亮度，使得花瓣交相辉映出耀目光影，每件作
品都洋溢着独一无二的活力气息。

此外，“黄金之手”们采用网状细工工艺，
在珠宝作品的金质构件上钻孔，以使光线可
以透过小孔直接穿透钻石，营造出熠熠生辉
的璀璨效果。精湛的珠宝工艺糅合工匠对细
节一丝不苟的执着以求，令Frivole系列的作品
更臻精致。

从1920年代的钻石胸针到当代珠宝作品，
花朵一直是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经典
的灵感源泉之一。世家被千变万化的大自然所
吸引，多次将花朵欣欣向荣的活力与动人多姿
的美态幻化成款款璀璨的珠宝作品。Frivole系
列也同样延续了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
向自然之美致敬的隽永创作传统。

成都商报记者 张博

日前，周生生发布Daily Wear新
品活动，挑战风格维度，表达我的时
尚态度，呈献个性鲜明的珠宝系列作
品，为都市摩登客提供无限珠宝配搭
灵感，在不同场合都能轻松表达属于
自己的风尚型格与自信态度。

当天活动现场展示了多个不同
系列作品叠戴、混搭的百变造型，将
时尚态度化为设计语言。全新Ear
Play“耳玩”系列将玩味设计交付耳
畔，融合自然界质朴简约的有机线
条；Fingers Play“指玩”系列于指间上

演时尚派对，不同颜色的宝石、白金
及玫瑰金材质令搭配更加丰富夺目；
Charme系列同样打破常规，以千变
万化的足金串珠打造自由搭配的多
种可能。

周生生于现场展示的多个系列，
将简约精致的设计与精湛严谨的珠
宝工艺巧妙融合，令来宾感受到与众
不同的气质韵味。其中，g*系列以传
统足金为主轴，配衬玛瑙、玉髓等宝
石以及精巧的拉丝工艺，散发独立个
性和强大气场；Infini Love Diamond

“全爱钻”系列每一颗优质钻石都拥
有清晰工整的八心八箭，直指笃定、
自信的内心，闪耀夺目光芒。从岁月
历练中凝聚智慧与美丽，Hodel系列
撷取浑然天成的珍珠，一展优雅淡定
的独特气质。

潮流瞬息万变，不变的是每个人
与众不同的个性态度。周生生将时尚
态度注入Daily Wear珠宝新品，为坚
持自我表达、拥有个性魅力的都市人
提供自由选择，创造珠宝新玩法，彰
显你的时尚态度。 （张博）

IFSCC事件背后：
百雀羚等民族品牌“走出去”

指间戒
黄K金、钻石

繁花吐蕊 耀目迎春
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
Frivole系列续写“春之礼赞”

黛绿迎春，繁花似锦。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再度致敬生生不息的大自
然，以Frivole系列九款新作续写流光溢彩的“春之礼赞”。世家将非凡创意淬炼成闪熠
耀目的珠宝新作，花朵吐蕊绽放，仿若在微风轻拂下微微颤动，栩栩如生。无论是幻化
成单枚花朵，抑或是闪耀花簇都迸发出璀璨优雅的和煦光芒，妆点柔美肌肤。 挑战风格维度 表达我的时尚态度

周生生Daily Wear系列产品全新上市

在这个到处都是进口货的时代，
一批批优秀的国货品牌已经走出国
门，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了。

目前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已经
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
却不是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
（IFSCC）的成员国。不过，民族化妆
品品牌百雀羚却为中国化妆品打开
了这扇“门”。

近日，IFSCC全球主席莱德曼教
授专程从德国来到中国，亲自为百雀

羚授予了“IFSCC金牌会员”，百雀羚
也成为IFSCC中国首家金牌会员。

早在十多年前，百雀羚第一步就
是在产品品质方面的重塑。2004年，
百雀羚提出要出草本系列，原计划在
2006年上市，但实际上在2008年才真
正面向市场，两年的时间，就是对产
品配方和产品品质方面的反复雕琢。

百雀羚在每个新品系列上面都
精雕细琢，并在不断寻求国外化妆品
科研机构的合作。IFSCC也发现，有
一家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和很多研发
机构在合作，那就是百雀羚。

莱德曼教授表示，IFSCC主要是
考虑两点——品牌实力和科研技术。
一个国家领先的优质企业可能会很
多，但是有的是偏向市场型，有的是
偏向技术型，在选择上，IFSCC会更
加重视技术型的企业。

莱德曼说，中国市场很大，但是

缺少一个国际性的品牌，百雀羚为中
国品牌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在技术
上与国际前沿进行链接，这样能够带
领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能够成为IFSCC的金牌会员，
给百雀羚带来最大的变化是因为有
这样一个组织的身份，可以最快捷获
取化妆品科研领域的最前沿信息。现
在的消费者也在快速地变化，互联网
的发展也个消费者带来了更多信息，
对于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满足消
费者的新需求，企业的未来也会活得
更好，通过这个组织可以帮助百雀羚
做更好的提升。”百雀羚方面表示。

百雀羚86年悠久的历史，承载着
光辉的业绩，成就了“品质如金”的美
誉。加入IFSCC之后，百雀羚还会继
续致力于为消费者创造天然温和的
优质护肤品，完美演绎“中国传奇，东
方之美”。 （张博）

昨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
息，首次通报了基地大熊猫野化放归工作的
情况。据介绍，熊猫基地累计有三批共 8 只
大熊猫投入到野化放归训练中，除了日前通
报死亡的“和盛”，其它大熊猫状况良好。

3月29日，熊猫基地公布了一则令人伤
心的消息：正在接受野化放归训练的大熊猫
和盛，因为受到不明动物攻击，致受伤感染
死亡。“和盛的意外死亡，是一个让人非常痛
心又遗憾的事情。我们清楚，大熊猫的野放
是一项长期、艰巨而且充满风险的研究项
目。”熊猫基地研究中心主任侯蓉说。

熊猫基地发布的消息中，特别值得关注
的是：他们采用的是人工辅助软放归的野放训
练方式。具体怎么做？熊猫基地研究中心专家
齐敦武说，首先明确人只是在辅助，而不是

“带”它们，“比如躲避天敌，我们会制作天敌的
模型，然后把模型放在熊猫活动范围内，待熊
猫接近模型，人会马上驱赶熊猫离开，如此重
复，让它明白面对这样的动物要躲避。”齐敦武
介绍说，就目前已进行的对比试验来看，这样
的训练是有效的。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采用熊猫“软放归”

视频播放量达到14万次
他和俄语打了一辈子交道

4月24日，微博号“成都语言家
翻译社”发布视频。视频中，一位白
发苍苍的老人手捧斑驳的书卷，戴
着眼镜，用俄语深情地朗读普希金
的诗歌《我曾经爱过你》。“我曾经爱
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
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打扰
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这段2分37秒的视频广受好评，随
后，四川大学、成都发布、微成都等
多个微博大号转发，短短4天时间，
视频播放量达到14万次。很多网友
被张继莹的朗诵所感动。

“我们之前没想到视频会这么
火。”视频发布者，成都语言家翻译

社战略拓展部主任邓欣透露：“我
们的初衷，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了
解翻译这个行业。”

4月26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辗
转联系上正在青城山休养的张继莹。
和俄语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很喜
欢普希金，“普希金的诗歌题材广泛，
政治诗歌、爱情诗歌、叙事诗歌都有，

《我曾经爱过你》这首爱情诗，读了以
后我特别喜欢，感觉其中传达的是很
纯洁的爱情，不是追求金钱的、分手
后仇人相见的，希望把这种纯洁的心
灵分享给更多年轻人。”

他手上拿的那本斑驳的旧书，
也有来头。这是一本《俄罗斯文学
选读》，出版于1952年，从学生时代
就陪伴着张老，直到今天。

也是在1952年，张继莹进入北

京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1957年研
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大学教
书，在当时的公共外语教研室任教。
两年后（1959年），四川大学俄文系成
立，并于当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张
继莹也作为全系首批9位教师之一开
始任教，直至1995年退休。

每天阅读俄罗斯报刊
他说这次朗诵其实发挥不好

即使已84岁高龄，张继莹依然
坚持每天阅读俄罗斯报刊，观看俄
罗斯电视节目，俄语成了他认识俄
罗斯的渠道。

得知视频有14万次播放量，张
继莹既激动又惊喜。“我很震惊，我
猜点开播放的大多都是年轻人，能

引起这么大反响，说明大家对于这
种纯洁的爱情观是赞成的。”然而，
张继莹对这次朗诵评价不高，“我
那天感冒了，声音不行，这次朗诵
可以说是失败的。”

讲课全用俄语
他为学生建2000G资料库

除了在川大任教，张继莹还曾
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第三届理
事会理事。张继莹有自己的教学习
惯，在课堂上讲课一律使用俄语。

“外语专业应该培养语言环境，如
果全都用中文讲，对学生影响很
大。”张继莹认为，“教学应该培养
学生的独立思想。”

和俄语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张

继莹，近年来也开始借助电子设
备。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里，存着
跟俄罗斯有关的视频和电子书籍。
懂电脑的张继莹了解互联网给教学
带来的巨大好处，“学外语，视、听、
说缺一不可，我花了四五年时间，自
己建立了一个‘俄罗斯文化视听资
料库’，把俄罗斯文学、历史、旅游等
资料都下载下来，进行汇总，一共约
2000个G，算是一个小百科全书。”张
继莹把资料打包、分类，学生、教师
在手机、平板电脑上都可以观看。去
年年底，张继莹把“俄罗斯文化试听
资料库”提供给了系上的老师和学
生。张继莹希望，这个“小百科全书”
能帮上学生老师的忙。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董晋升 图片来自网络视频截图

俄语朗诵普希金情诗
川大84岁老教授圈粉无数
“我曾经爱过你，爱
情，也许在我的心
灵里还没有完全消
亡。”最近，84岁高
龄的四川大学退休
教授张继莹手捧封
面斑驳的诗集，用
俄语朗诵起诗歌，
满怀深情。这段视
频在网上，仅4天
时间，就收获14万
次播放量。

时隔 100多年，这
首由诗人普希金创
作的情诗《我曾经
爱过你》仍被奉为
经典。而视频的主
人公，张继莹教授
则不为人熟知。

““我曾经爱过你我曾经爱过你，，爱情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网友点赞
@张-LL：岁月的打磨，年代的

跨越，情感的体会，使教授读起这
首诗更加有韵味。

@文静_773：每一个字、每一
句都是纯情，正如温暖的阳光，洒
在我的发梢。
学生印象

吴丹青（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90
级的学生）：“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
教授领着我们读俄文版的《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尤其是保尔去做铁路工人
的那一段。他的口语很好，发音很标
准，上课时可以全部用俄语教学，发音
也像视频里那样温文尔雅、不疾不徐。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属于那种虽然没
有出过国，但口语很好的老师。”

■姓名：张继莹
■年龄：84岁
■身份：四川大学退休教
授，川大俄语系首批教师，
曾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
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人物人物
档案档案

张继莹老人正在朗诵普希金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