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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条形桌上，数颗拳头大小的鹅卵石
依次排开，石头旁，是一颗仅有指头大小的
白色小球。桌子前方两米开外，一排12毫米
厚的钢化玻璃连成一片。

19日上午，成都高新消防救援大队的操
场旁，各类消防救援装备引得参观者好奇称
赞。除了消防车辆，常规灭火、破拆、排烟装
备外，一些难得一见的新奇装备也首次露
面。这款指头大小，重量仅15克的白色小球
就是其一。

那钢化玻璃、石头、正白色小球，到底是
干嘛用的呢？

小而不凡
15克小球，轻松击碎12毫米厚钢化玻璃

“石头是砸不碎这个玻璃的！”现场解说
员说，“但是这个小小的破玻器可以。”

众人不信。纷纷拿起石头砸向玻璃，一
阵“哐哐”的声响，玻璃完好无损。接着，这个
白色小球上场。用力扔出，玻璃应声而碎。拳
头大的鹅暖石都不能击碎玻璃，这颗小球是
如何做到的？试验者好奇不已。

而接下来现场人员的介绍则更让众人
不敢相信。“我们现场的这些玻璃，是12毫米
厚的钢化玻璃，而这个小球，我们叫他破玻
器，只有15克重。”小球开发公司负责人介
绍，“在实验室里，这款产品还可以击碎厚达
19毫米的钢化玻璃，而一般的楼宇钢化玻璃
则不到10毫米。”

扔出去需要用多大的力量呢？该负责人
介绍，该装备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只要扔
出去，击打玻璃就可以了，基本每个成年人
都能做到。而除了手扔以外，还配有一个长
筒状的发射装置，可以进行远距离破窗，最
大使用距离可达20米。

用处在哪
高层建筑破窗救援，个人也可家用

据介绍，随着城市的发展，玻璃被大量
应用于建筑，尤其是大型写字楼和一些高层
住宅。当火灾警情发生后，往往需要消防救
援人员从外部进入火场救援，而近距离破
窗，首先存在一定风险，另外破窗效率和设
备轻便性上都不算理想。

“近距离破拆外墙玻璃可能会遇到浓
烟，温度也会很高。”设计一款可以远距离破
拆玻璃的器械对救援有极大帮助。而这个名
为“破玻器”的小球，就正是这样一款利器。

一名消防队员介绍，经过实际使用，该
产品最大特点在于小型化、轻量化，便于携
带，但却硬度高，“在救援过程中，可以高效
安全地破窗，打通出入口。”

“这个破玻器使用一些稀有的金属作为
材料，硬度超过了玻璃，它的结构也是经过
了特别的设计。”设备开发公司负责人说。

而除了应用于消防救援外，这个破窗神
器还可以应用于个人家庭。“当家里突发火
灾，情况紧急，需要破窗时，也可以轻松打开
一道通风口，配合消防救援人员，从而获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
该装备正陆续配置给消防队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程琦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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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63期开
奖结果：493，直选：3178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6：8676注，每注奖金173元。
（17868601.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63期开奖
结果：49390，一等奖10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64847165.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70期全国销售
271071777元。开奖号码：02 13 15
22 34 02+12，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
10000000元，追加0注。二等奖43注，单注
奖金1186548元,追加22注，单注奖金
949238元。三等奖141注，单注奖金10000
元。4419628452.27元滚入下期奖池。(本
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
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
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
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19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070期
全国开奖结果：13 05 07 09 19 06
21，特别号码：2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9163期开奖结果：894。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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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黑科技
15克小球
可击碎19毫米钢化玻璃
关键时刻打通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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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下午，放学铃声一响，
撒莲镇中心校五年级的沙马打哈跑
出教室，和其他10多名同学跑向了
体育保管室，抱出几个足球，走到校
园的泥土球场上，教练杨华哨声一
响，孩子们开始训练。

撒莲镇中心学校青少年足球队
有16名队员，其中有15人来自凉山
自发搬迁贫困家庭。孩子们没有统
一的球服，他们都穿着普通的运动
鞋，这支校园足球队，身高看起来参
差不齐，大的孩子十二三岁，小的孩
子只有9岁。

作为球队的队长，12岁的沙马
打哈在日常训练中，显得更加专注，
希望给队友起到示范作用。启动、过
人、停球、转身，再到射门，沙马打哈
一气呵成。“杨老师，我刚才那一脚
踢得帅不？”沙马打哈笑着问场边教
练杨华。

“太帅了！比梅西还帅！”教练杨
华拍了拍沙马打哈的肩膀，竖了一
个大拇指，杨华知道，沙马打哈的偶
像是著名球星梅西，他希望用这样
的赞美，给孩子更多鼓励。杨华还记
得沙马打哈三年前加入球队时的样
子——瘦弱、内向，但现在的沙马打
哈变得开朗，脸上总带着笑容。

2017 年，校长张昱决定成立撒
莲镇中心学校青少年足球队。在张
昱看来，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更需
要足球运动，“让孩子怀揣对足球
的梦想走出大山，闯出自己的一片
天空。”这年，足球队成立。

沙马打哈作为首批队员加入足
球队，是队里的“老队员”，他已经记
不清在球场上摔倒过多少次。

杨华说，三年多来，周一至周
四的课间操及下午放学的时候，
学校的水泥操场、不标准的泥土
球场，就是孩子们的训练场地，

“训练条件很艰苦，但是孩子们从
来没叫过一声苦。”在杨华眼中，
这些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加坚忍不
拔，吃苦耐劳。

在不平整的泥土足球场上踢
球，比较危险，曾经有一名孩子摔
倒，手骨折了。因此，每次训练，杨华
总要反复嘱咐孩子们注意安全。不
过，这个现状即将得到改变，当地的
教育部门计划投入经费，将球场改
造成标准的足球场，让孩子们有更
好的训练条件。

训练下来，沙马打哈和队友的衣服都被汗水
打湿，孩子们七嘴八舌，他们心中都有一个自己
的偶像，“我喜欢梅西”“我喜欢C罗”“我喜欢内
马尔”……

“我觉得一点都不辛苦。”当一聊起足球，沙
马打哈的话变得多起来，他说很喜欢足球，他的
偶像是梅西，只要假期有关于梅西的比赛，他每
一场都不会放过，“梅西不仅球技好，我喜欢他的
温柔。”

沙马打哈出生在一个彝族家庭，现在家住撒
莲镇金花塘村，他们一家从凉山搬迁到这里，家里
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经济条件并不好。学校
距离沙马打哈的家有10公里，有时周末放学的时
候，他会一路小跑回家，他说，就当锻炼体能。

“我希望长大后去踢职业联赛，加入国家足
球队，所以我要更加努力。”这是沙马打哈的梦
想。父亲沙马木呷虽然不懂足球，但是他很支持
儿子踢球，他希望儿子通过足球来改变人生的命
运，“既然是他自己选择的路，我希望他坚持下
去，走出大山。”

在足球队伍里，9岁的吉胡尔且是最小的队
员，看起来个头比其他队员要矮很多。他加入足
球队，也是受到了哥哥吉胡而日的影响，哥哥也
曾是这个队伍的主力队员，足球踢得不错，去年
毕业，考入了县城一所不错的中学。在很多比赛
上，由于对抗比较激烈，吉胡尔且只能当替补队
员，在场边静静看队友们比赛，其实他很渴望上
场比赛。

即便年纪最小，吉胡尔且平时的训练时间并
不比其他队员少，他的目标就是当上球队的主力
队员，也能像哥哥一样考上一所好的中学。

13 岁的刷日约布家住撒莲镇摩挲村，他家住在海
拔 2000 多米的高山上。每周放学回家，他总是要在山
路上跑上一个半小时，他说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奔跑，

“一方面可以节省打摩的的费用，一方面可以加强自己
的体能训练。”

走进刷日约布家低矮的土坯房，家里没有什么像样
的家具，房屋里摆着一台电视，这是他的父母花几百元
买来的二手货。每当假期有足球赛事，他就守在电视机
前。电视画面里那宽阔的绿茵场，球员们帅气的颠球、
传、射门，让刷日约布既兴奋又向往，他说，希望自己有
一天也能站上这样的赛场。

刷日约布不仅喜欢踢足球，他在学习上也很努力。在
家里的土墙上，张贴了刷日约布的8张奖状，他获得了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跳绳第一名等奖励。今年，他以优
异的成绩被米易县第一初级中学录取。这让刷日儿巫夫
妇很是欣慰，“我们虽然没读什么书，但是一定要让娃娃
们读书。”

每次回家，刷日约布帮父母干完农活之后，他总会
拿出足球在院坝里练习。每次练球，父亲刷日儿巫总是
站在门口静静观看。对于孩子喜欢足球，刷日儿巫也很
支持，“踢足球也是锻炼身体嘛！”为了不给父母增添负
担，刷日约布用自己攒下的零用钱，买了一个30元钱的
足球，虽然有些漏气，但他仍然舍不得丢掉。

三年多来，在杨华、康宇、罗红成三位老师的带领
下，孩子们从最基础的基本功练起，再到足球战术训练，
一次次在足球场上摔倒，一次次爬起来。杨华说，“有时
看着这些小孩子，会觉得敬佩，又觉得心疼，这也坚定了
我们带好这些孩子的决心。”

在追梦的路上，孩子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长期以来，
孩子们没有专门的球鞋、球服、球袜、护膝等运动装备，
他们平时就穿着几十、百元一双的普通运动鞋踢球。

后来，在当地党委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的帮助下，孩子们有了足球服和专业足球鞋等运动装
备。不过，孩子们把这些装备都当做宝贝，平常训练都舍
不得穿，一定要等到正式比赛时才“披挂上阵”。

他们的努力，也逐渐得到回报，在县、市的足球赛中
崭露头角，组队当年，就取得了县级足球赛的第三名，去
年又取得了第一名。

去年，他们首次代表米易县参加攀枝花市校园足球
小学甲组比赛，他们的对手，都是各区县第一名或城区
学校的足球强队，十多个队的比赛竞争十分激烈，他们
最终只拿到了第三名。这一次，虽然成绩还是不错，但是
杨华看得出来，孩子们并不高兴，“我们组队晚，相比城
里的小学足球队，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孩子们尝到
了失败的滋味，也让他们更成熟了。”

回到学校后，孩子们更加努力，训练也更专注了，
他们定下目标，今年一定要拿攀枝花市第一名。“每天
下午的训练通常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但是每次训练
结束了，经常有孩子主动要求加练。”杨华说，在平时的
训练中，看得出来孩子们都很喜欢足球，而且很渴望赢
得比赛。

特别是在今年参加攀枝花市校园足球小学赛前夕，
足球队还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头天下午还在正常训练，
但是第二天突然有几名队员说不训练，不参加比赛了。

当时，教练杨华也觉得奇怪，一番了解后，才知道原
因。原来是队里有几个队员训练不认真，队长沙马打哈
私下批评了他们，导致这几名队员不满。杨华批评了队
长沙马打哈方式欠妥，同时也给其他队员做了思想工
作，大家握手言和后，立马又投入到训练中。回想起这件
事，沙马打哈笑着说，“我确实不对，但是作为队长，那时
我太想赢了。”

今年5月，他们到攀枝花市区参加比赛，出发前的
一晚，最小的队员吉胡尔且一夜未眠，这是他第一次走
出米易县。吉胡尔且说，他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

“城里的学校修得很漂亮，操场都修得好大，球队的实力
都很强，我也想到那里去读书和踢球。”这一次，球队荣
获2019年攀枝花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小学男子甲组
冠军，队长沙马打哈获得了“最佳球员”的称号。

多次比赛下来，杨华也慢慢感觉到孩子们的变化：
自信心增强了，团队意识更强了，也更懂事和成熟了。与
此同时，奖杯也正在改变孩子们的人生轨迹。杨华介绍，
沙马打哈等两人已经通过遴选，代表攀枝花参加省里的
足球赛。另外，攀枝花城区一所比较好的中学，也希望这
些孩子毕业后到该校就读，保留这支足球队，让孩子们
继续踢球。

“小小‘足球梦’给了他们快乐，也让他们更加坚韧
拼搏、开朗自信。”杨华相信足球会成为这些山里孩子改
写人生轨迹的契机，但他更相信足球是一种教育，能让
孩子们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不论将来从事什么，我希
望他们永远记住足球带来的美好时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人生的轨迹
也要踢得精彩

烈日当空的夏天，炙热的阳光晒在脸上。在裸露着泥土的足球场上，一群孩子用尽全
力奔跑，他们追逐着滚动的足球，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

12岁的沙马打哈接球、跑动，他从防线人丛中送出一脚，足球划出一道弧线飞入球
门。“球进啦！”一阵欢呼声从球场上传来。作为这支足球队的队长，沙马打哈显得很平静，
他只想通过一次次训练，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点。

他们所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撒莲镇中心学校，有70%的孩子都来自凉山自发搬
迁贫困家庭，这支几乎全部由“山里娃”组成的足球队，每天在水泥地、泥土操场上训练，却
一路过关斩将，先后取得米易县、攀枝花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的冠军。

足球，不仅给这些孩子带来了快乐，而且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正在逐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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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队 第 三 年 就 取 得 市 级 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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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队在攀枝花市参加比赛时留影

刷日约布回家后不忘训练

孩子们在泥土球场上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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