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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
球第2018076期开奖结果：30
03 29 15 07 08 13。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
2018177期开奖结果：102。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 第
18177期开奖结果：222，直选：
31122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
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10381264.3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177期开奖结果：22257，一

等奖：126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43053794.84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 7 星彩第
18076期开奖结果：3112829，一
等奖：3注，每注奖金5000000元；
二等奖26注，每注奖金7510元；
三等奖168注，每注奖金1800元。
（1000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钟爱瓷本绘画
乐山画家家中开窑烧瓷
已烧制近千件作品

随着窑门被打开一道缝隙，一
股热浪挤了出来。窑里，一片通红，
刚刚经历了1300℃以上高温的瓷
器层层叠叠，错落其中。很快，窑门
再次被关上，它们还需经过 12 个
小时以上自然冷却才能正式出窑
……去年，因为爱上瓷本绘画，四
川乐山画家杜高密从江西景德镇
购买了一套烧制设备运回乐山家
中，自己组装开窑烧制瓷器。从绘
画喷釉到码窑烧窑，开窑一年来，
他已烧制出近千件作品。

家中如瓷博馆
全部亲手烧制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乐山
某小区杜高密的家中。刚一进门，
便看到入户花园两侧的架子上堆
满了白色瓷器素坯，门口水池中则
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瓷器成品。“水
池中都是烧废了的，留个纪念。”杜
高密说，废品率 15%左右，大约有
500 多件。往里走，便是杜高密的
创作室。一张两米长的桌子上，摆
着专用颜料以及毛笔，还有一件刚
画完的瓷器新品。进入客厅，几乎
全被瓷器占据，特制木架上，错落

有致地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瓷器。
从大到抱着都吃力的戗器、花

瓶，小到只有鸭蛋大的盖碗、酒杯，
琳琅满目、形态各异，仿佛一个小
型的瓷器博物馆。“这些大部分是
禅意人物主题。”杜高密介绍，还有
一些没摆出来，如水浒108将系列
瓷器，创作了 4 个月才完成。这些
瓷器并非买来的收藏品，从制坯、
绘画、上釉、到最后的烧窑，每一道
工序都出自杜高密之手，“家里大
概有600多件吧。”

爱上瓷本绘画
自己家中开窑

55岁的杜高密出生于乐山市
市中区水口镇，后随父母迁居绵阳
读书和生活。上世纪80年代，他开
始学习书法和绘画，工作后曾辞职
经营过翡翠生意。不过，杜高密始
终没有放弃对书法和绘画的喜爱。
2012 年，杜高密应好友邀请来到
江西景德镇，第一次接触到瓷本绘
画，很快被吸引，“在瓷器上绘画需
要就形借势，就像必须和瓷器对话
一样。”

结缘瓷本绘画后，杜高密一发
不可收，从此他的生活一半在景德
镇，一半在乐山。2017 年，他在景
德镇购买了一套烧制设备运回乐
山家中，自己组装开窑烧制瓷器。

“烧制瓷器需要高温，只有用液化
气。”杜高密介绍，每一批烧制时间
在12至14小时，窑内温度最高升
至1300℃以上。在此期间，他片刻
不离，随时观察窑内情况。等关火
后，瓷器再自然冷却12至14小时
便可正式出窑了。

在 杜 高 密 看 来 ，绘 画 是 艺
术，烧制是技术，两者都很重要。
瓷器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可能会
发生窑变，烧制前很满意的作品
有可能烧完就裂了，也可能色彩
不是自己满意的颜色，但也可能
经过高温洗礼而出现特殊的艺
术效果。

选拔 /
2轮笔试1轮面试
三名高二生获A档录取资格

6月22日，中科大官网公示了
2018少年班“创新试点班”资格生名
单，辛雨、张海粟、张舒扬均在列，且
都为A档创新选拔资格生。

据了解，为更多更好地培养高端
科技创新人才，自2010年起，中科大
在少年班40年教育改革成果的基础
上开展了少年班“创新试点班”招生
工作。依照学校公示的招生简章，此
次招生对象为2001年1月1日及以后
出生、学习成绩优秀、创新潜力突出
的高二（含）以下学生。A档资格生高
考成绩达到所在省份本科一批次录
取控制分数线，B、C档资格生高考成
绩分别达到学校自主选拔录取基准
线下40分、20分，且在当地本科一批
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之上，即可录取。

据三名同学介绍，得知中科大招
生信息后，他们便着手准备，通过网
上报名、初审并参与高考后，最终参
加了中科大的测试。

中科大测试分为3轮，包含2轮笔
试、1轮面试，笔试主要考查学生的数
学和物理，总分为200分。第二轮笔试

与以往的考试有些不同，据张海粟介
绍，第二轮笔试先是由中科大的教授
给考生上课，教授新的知识点，紧接
着进行考试，“重点考查我们对新知
识点的掌握能力和运用。”

面试，考生分为A、B队，围绕学
校给出的材料进行辩论，“重在考查
思辨能力及知识面的广度。”最终，三
人通过层层选拔成为A档创新选拔
资格生，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份本科
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即可录取。

谈经验 /
否认天赋论
付出和收获成正比

“圆梦”、“轻松”、“拼搏的滋味”，
这是三名同学留给记者最深的印象。
据悉，三人均是从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直升至本校高中，因未能中考在心中
埋下些许遗憾。“这次能够参加高考，
终于让我们圆梦了。”张舒扬笑着说。

辛雨认为，“试水”的心态减少了
考试的紧张程度，“我们才高二，心理
压力不是那么大，考得也更轻松。”

三名高二生决战高考取得高分
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人因此封他们
为“大神”、“学霸”。提及外界的赞许，
张舒扬说：“哪有百分百的天才，只有

百分百的努力。”辛雨也坦言，天赋只
是一点点，更多的还是专注每一件
事。张海粟则强调，学习不应读死书，
要注重劳逸结合。

采访中，他们还分享了各自的学
习经验。张舒扬说，平日里喜欢通过
刷题，积累各个题型的变化和考查的
知识点。也会准备一个错题本，第一
时间解决不清楚的知识点，“学习需
要积累，对不懂的题装懂，能骗自己
一时，但考试还是露出原形。”

辛雨则认为听老师讲课至关重
要，要时时刻刻跟上老师的节奏，课
堂不认真，课后再来恶补成效不大。
此外，遇到不会的题时，先要自己思
考，实在无法解答了，再向老师请教。

“印象中生物问得最多，基本上每节
课我都要追着老师问问题。”

张海粟给出的建议是注重劳逸
结合，学校里的学习时间，他均全力
以赴；回到家里，多数时间就是休息，
偶尔也会玩玩游戏。“在学校基本上
是争分夺秒，不浪费一点时间。”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辛雨
表示，生活方面不是问题，5年住校生
活已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至于专业
方向，辛雨说会选择擅长的数学理论
方面，张海粟和张舒扬则想从事物理
方面的研究，例如材料物理。

三个同班少年被中科大录取
重点是，人家才高二！

不得不服！

眼下，高二学生
已经结束了紧张的期
末考试，即将升入高
三，备战 2019 年的
高考。不过，成都七中
万达学校高二学生辛
雨、张海粟、张舒扬，
参加越级高考，分别
取得661分、641分、
626分，均超四川高
考本科一批次录取线
（546分），已成功考
取 中 国 科 技 大 学
2018少年班“创新试
点班”。

班主任点评：
学得好玩得好
才是真正的“学霸”

自己所带班级，三名学生在高
二就被中科大录取，这令班主任曾
连兵兴奋不已。谈及三名优秀学生，
他直言：“阳光向上、喜欢钻研、爱运
动，是三名同学身上共有的特质。”

此外，三人身上也有自己独特
的一面。例如张舒扬，学习的专注
度很高，酷爱物理；辛雨在数学上
游刃有余，但凡接触过该生的老师
都对其在数学方面的成绩赞不绝
口，“说他是为数学而生，他对数学
的痴迷程度达到了一种高境界。”
而张海粟除了学习优异外，平日喜
欢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例如
舞台剧等。

曾连兵强调，如今时代在变化，
仅仅将学习好的学生归类为“学霸”
显得太片面。在他看来，性格阳光、
乐于助人、学习成绩好且注重全方
面发展的学生，才称得上是真正的

“学霸”。
成都商报记者 许雯

图由受访者提供

瞧，这个“二手书店”
“原价”收旧书 打折卖“新书”

该二手书店平台以“代币”原价收购旧书
处理翻新后再打折售出，吸引部分读书受众

在双流机场附近，堆满了广告牌、汽车零配件的仓库中间，暗藏着一个装
满了成千上万本二手书的仓库，在这里，旧书被擦拭、打磨、消毒、重新塑封，
然后回到货架上，等待新主人下单购买。你会说，二手书有什么特别的？特别
的之处在于，它们是被“原价”收购、打折卖出的。

今年30岁的王龙，是“漫游鲸”这个二手书循环共享平台的发起人。以
“原价”收购旧书，再以打折价格售出，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王龙说，自己
更愿意把这个模式理解为“置换”。有用户觉得这种模式是二手书市场的一种
良性补充，更符合网络时代的特点。

做二手书平台
让闲置书循环起来

王龙说，自己和书结缘，大概是
在2015年后。此前，自己在一家互联
网公司工作，需要及时地自我提升，
开始大量购买和阅读书籍，随后从中
发现了创业商机。

2016年4月，王龙正式创业，“一
开始做的是在线借阅平台。”他说，但
借阅模式苦于物流成本，创业项目无
法继续，但在读书群中，他发现闲置书
籍大约是每个爱好阅读的人的“烦
恼”，有的书看过一遍不会再看，有的
书买回家后在书架上“吃灰”。

书友们需要一个“交流平台”，出
售也好，置换也罢，把闲置的书籍利用

起来，而不是以处理废旧报纸的方式，
“卖一麻袋的书买不回一个麻袋”。

今年 4 月，新平台上线。通过平
台，读者可以把自己的闲置书籍以标
价价格出售给平台，平台对书籍进行
清洗、打磨、消毒和翻新后，再上架出
售，而二次销售的价格，会比各大电
商的新书折扣价更低。

以新书的价格收购旧书，再打折
出售（具体折扣视书的价值），看上去
怎么也是亏本买卖。王龙解释，这个
问题很多人问过，但实际上平台收购
旧书，是以“代币”来折算书费付给卖
书者，卖书的读者在平台购买其他书
籍时，账户里的代币可以抵扣85%费
用，另外15%需要现金支付。例如，一
本书价格为30元，用代币书费购买折

算后只需要再支付 4.5 元；而没有在
平台出售过旧书的读者（没有代币），
想在平台上购书，则需以现金购买，
但购书会有不同的折扣。

王龙说，因项目刚起步，目前肯
定是没有盈利的，但最终目的仍是以
盈利为目标。“整体感觉更像是置
换。”王龙说，从现在的用户反映来
看，大家也比较认可这样的方式。

仓库里的二手书
严格筛选消毒打磨翻新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与
双流机场距离不远的仓库，所有收购
回来的书籍，都在这里进行重新翻
新。走进大门左侧，堆放着收购回来
的待处理的旧书，工作人员挑选出不
符合回收标准的部分后，再用清洁工
具对表面的污渍进行清理，比如封面
封底的字迹、污渍等。经过清理后的
书籍会放进消毒柜中，进行严格的45
分钟消毒，再重新塑封。成都商报记
者看到，重新塑封后的书籍，从外表
看上去几乎与新书无异。

这首先得益于前端的严格筛选。
王龙解释，平台的二手书回购也有严
格标准，盗版书籍是一定不收的，其
次是教辅类、杂志类，书籍破损、缺
页、明显老化、有明显污迹和霉斑等，
都不回购。而除了平台的初筛，线下
人工会进行二次筛选。“像这本就不
行，破损太多。”仓库负责人谢隆拿着
一本背脊破裂的书说，“最多的时候，
一天有200多个包裹寄过来。”

经过处理的书籍，工作人员会按
照货架号归置上架，使用平台手机端
扫码书码，再输入货架号，就可以方便
地找到这些书籍。

哪些书是值得收购的？王龙说，
平台会抓取各大书商的销售数据进
行分析，来判断其是否有收购价值，

“一般是经典的，或者阅读评价比较
高的。”而天天收书、发书的谢隆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像东野圭吾的小说，
大概是卖得最火的，通常是头一天上
架，第二天就会卖出去。

谢隆说，现在工作间隙，自己也喜
欢上看书，“就是不看，坐在这个书堆
里，那种感觉都很好。”

二手书暗藏旧主人故事
有用户已“置换”70多本书

旧书，除了书籍本身的阅读价值，
还常常隐藏着上一个主人的痕迹。例
如，字里行间的读书笔记、读书感悟；
例如，遗忘在书籍中的书签……王龙
说，书的价值感超过其他商品，卖书、
买书，背后是一种精神需求。因此，平
台收到这样的书时，只要不影响阅读，
不会将它们取出来，而是保持原样，传
递到下一位读者手里。

网友“宛转入江湖”是平台的第一
批用户之一，现已“置换”了70多本书
了。“宛转入江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第一次置换了6本，随后参与的人越
来越多，平台可供置换的书也越来越
多。“这种模式是二手书市场的一种良
性补充。”其称，自己曾经想过开二手
书实体店，但这个平台的思路更符合
网络时代的特点。

“宛转入江湖”觉得，纸质书只是
载体，这只是个二手书平台，换书读
书是沟通和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可能文艺青年都会比较喜欢。”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费英娜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在杜高密创作的瓷器作品中，
有不少乐山元素。“其实，乐山自古
就有瓷器烧制的手工艺传统。”他
介绍，乐山古时有西坝窑，历经宋
元明三代；近代有清华瓷厂，可惜
乐山瓷器文化现在断代了。”

“因为乐山的佛教文化也源远
流长，这两者的碰撞，让我有了很多
灵感。”杜高密说，一方面乐山大佛、

峨眉山、嘉阳小火车等乐山历史文化
名片被其画上了瓷器，另一方面，他
开始用佛禅文化元素作为瓷画基础，
画出人生百态。他介绍，去年在荷兰
举办了个人作品展，部分瓷艺作品被
当地收藏。谈到未来，杜高密希望能
成立一所瓷画院，用瓷本绘画这个新
的载体将乐山文化推广出去。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他的愿望他的愿望

希望办瓷画院 推广乐山文化

嘉阳小火车被杜高密画上了瓷器

杜高密的瓷画作品

工作人员正在将塑封好的二手书放上货架并编号

张舒扬 辛雨张海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