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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记者从四川省政
法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四川政
法声音”上获悉，“无犯罪记录
证明”可以在网上全程办理了。
记者为大家整理了一份“无犯
罪记录证明”网上办理指南，赶
快收藏起来吧。

无犯罪记录证明网上办理
流程：

1.下载“天府通办”APP后，
点击“我的”进入登录页面。

2.认证登录“天府通办”
APP 后，点击“我的证照”菜单
栏中的“全部”字样，进入“电子
证照”页面。

3.点击“添加证照”，在“个人
证照”菜单栏下拉选项中选择“无
犯罪记录证明”点击“添加”。（也
可以根据名称或按部门查找）

4.添加完成后返回电子证
照页面，此时“无犯罪记录证明”
添加成功，选择此证明，进入密
码设置页面。根据提示设置亮证
密码、输入手机验证码。

5.密码设置完成后，需进行
实人认证，若已完成实人认证的
直接进入申请须知页面，点击

“阅读并同意”。
6.在“申请查询表”页面，

申请人基本信息将自动引入，
确认基本信息无误后选择“申
请用途”、查询时间范围。（若系
统判断申请人在一年内申请次
数大于3次，则应上传相关证明
材料。）

7.提交完成后，系统提示
“提交成功，正在审核中……”
（正在申请中的证明二维码暂时
不可点击）

8.若申请人不满足线上办
理条件，则提示“申请人不满
足线上办理条件，请线下进行
办理。”

9.若申请人满足线上办理
条件，申请成功后则可进行亮
证，可点击二维码，输入亮证密
码后进行亮证。

10.核验：点击“无犯罪记录
证明”进入证明核验页面，选择

“无犯罪记录证明”栏目扫亮码，
核验页面电子版展示，根据核验
结果进行展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8月4日，当查询到自己被兰州信
息科技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录取后，四
川苍溪女孩李秋语第一时间将这个
好消息告诉给了年迈的外公外婆和
在外打工的母亲。

5岁时，李秋语父母离异，她跟随
母亲李欣桐生活。十余年来，李欣桐为
了女儿和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李秋
语则由外公外婆照顾。然而，6年前，
外公患上尘肺病；3年多前，外婆摔断
了右臂不能干重活。为照顾外婆，李
秋语高中时和外婆租住在县城，晚上
下课后回家洗衣、拖地，帮外婆热敷。

8月9日，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
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为李秋语颁发
一万元励志学子追梦奖学金。

父母离异，她成了“小大人”

李秋语的家位于苍溪县唤马镇
金刚村，5岁时父母离异，母亲李欣桐
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外出打工，李秋
语则由外公外婆照顾。那时，母亲基
本上过年才能回家。外公在工地上打
工，家里常年只有李秋语和外婆两
人。从小，扫地、煮饭、喂鸡喂鸭等家

务活，李秋语样样都会，年龄大一点
时，还能帮外婆干农活。在当地村民
眼中，李秋语俨然一个小大人。

2016年，李秋语小学毕业，成功
考上苍溪实验中学。此时，李秋语和
母亲面临着选择：是选择离家近的乡
镇初中，还是到离家30多公里的县城
上学？不过，妈妈李欣桐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县城的初中。“再苦再累不能
苦了孩子。”在乐山打工的李欣桐告
诉记者，读初中时，孩子住校，“她从
小就有很强的自理能力，完全不用担
心，初中时成绩也一直在前列”。

边学习边照顾外婆，她考上大学

2019年初，李秋语读初三。一天
外婆在山上砍柴时，由于道路结冰
较滑，不慎摔伤导致右臂骨折。住院
那半个月，李秋语总会在周末赶到
医院照顾外婆。

2019年夏天，李秋语考上了苍溪
最好的高中。但在得知该校不能走读
后，她选择留在苍溪实验中学。“外婆
不能干农活了，把她留在老家，她又
闲不住，所以妈妈就在县城租了房，

让我和外婆一起生活。白天外婆在
家煮饭，晚上下晚自习后，我回家洗
衣服、拖地，帮外婆做家务。”李秋语
说，外公在她刚读初中时就患上了
尘肺病，也不能再外出打工。

李秋语的高中班主任王余锦老
师告诉记者，李秋语学习很努力，早
上总是第一个到校。下午放学，她为
了多些时间学习，很多时候都是买了
东西在教室里吃。

荣获奖励1万元，明天会变甜

8月9日，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
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为李秋语颁发
一万元励志学子追梦奖学金。

颁奖词这样写道：从5岁开始，她
在母亲和外公外婆的羽翼下长大。长
辈的艰辛和不易，她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分担在行动里。扫地、洗衣、做
饭、照顾外婆……点点滴滴，都是爱
的回音。

生活很难，但希望总在前方。今
天所有吃过的苦，都会变成明天的
甜。秋语，加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2211期开
奖结果：13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2091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8 18 20 22 24 28 蓝色球号码：10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11期开奖结果：321，直选：
934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35344注，每注奖金173
元。（42736428.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11期开奖结果：32196，一
等奖225注，每注奖金10万元。（354840290.38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91期开奖结果：179207+
9，一等奖：0注；二等奖：9注，每注奖金233795元；三等
奖：32注，每注奖金3000元。（301251211.7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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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让成都人
长情等待？

一
场
﹃
青
绿
之
约
﹄

“无名无款，
只此一卷；青绿
千 载 ，山 河 无
垠。”央视虎年春
晚，《只此青绿》
选段的演绎，成
为当晚最诗意静
雅的一抹意蕴。

今年7月，有
着成都基因的
《只此青绿》归
乡，定于7月14~
18日在成都演
出。甫一问市，就
以“三轮加场”
“三轮秒罄”的市
场热度创造了四
川演出历史的票
房奇迹。

不曾想，正
当“青绿热”席卷
蓉城之际，突如
其来的疫情打
断了演出节奏，
《只此青绿》成
都站部分演出
延期。是退票还
是等待？截至8
月7日，延期场
次 受 影 响 的
3000多名观众
中，仅16%的观
众退票，绝大部
分观众都选择
等待延期观演。

这是市民对
城市疫情防控的
信心，也是城市
对赓续文化基因
的热忱和坚持。

待 疫 消 雾
散，与成都再赴
“青绿之约”。

《只此青绿》在成都市场上的火
爆让人意外。

此前，《只此青绿》在国内已经
成功巡演超100场，所到之处无不掀
起一阵“青绿热”。

虽然对《只此青绿》成都站的市
场预期做足了乐观准备，但首轮开
票即“秒罄”，加场2次再“秒罄”，主
办方还是深感意外。

意外在于开票之火。《只此青
绿》出品人、监制之一，域上和美集
团董事长邱伟告诉记者，成都站开
的场次之多、抢的速度之快、关注度
之高都超过了其他城市。在观众的
呼声中，成都站从原定的3场加了4
场最后又加了1场，最终确定为5天8
场的高密度演出。从后台数据来看，
3轮开票中每轮门票均不到1分钟就

全部售罄。
至此，《只此青绿》在成都创下

其全国巡演的加场纪录。“5天8场是
我们目前在外地演出最密集的场
次。”《只此青绿》总编导之一韩真告
诉记者。成都加场次数之高、之频让
韩真感慨成都文旅市场的活跃和成
熟。“只有一个好的市场才会对艺术
作品有更多的需求，从这点而言，我
们未来也会对这个城市的艺术发展
更有信心。”

意外也在于观众之广。此前《只
此青绿》在国内多个城市巡演，观众
多以当地市民为主；成都站不仅吸
引了四川各地市州的观众，甚至还
有重庆、昆明、贵阳、西安等周边省
市的观众专程赴蓉观剧。演出结束
后，一轮又一轮的掌声潮水般涌

来，最热烈的一场，台上的演员们
整整谢幕了五次，观众沉浸在青绿
山水的古典意境中久久不愿离去。

在邱伟看来，这足以证明成都
市民对优秀剧目和传统文化的热
爱，体现出《只此青绿》这个全民IP
的影响力与成都市民审美全维度提
升的文化追求。

“成都的观众艺术水准高、追求
热度高、品鉴水平高，成都的演艺市
场原创内容的出品率高，这是业内
公认的。当成都人遇上S+级别的IP，
当然会有惊艳的市场表现。”邱伟表
示，成都作为戏剧第四城，文化演出
市场一直非常繁荣、观众基础也非
常大，当然，具备高度、宽度和深度
的精品作品更能给成都演艺市场带
来一个全新的艺术融合创作契机。

如果《只此青绿》在成都受热捧
证明了成都拥有一个成熟又充满活
力的文化演艺市场，那么疫情后观众
长情的等待，则彰显了一个城市在骨
子里蕴含的对文化的敬意和亲近。

7月15日下午，成都城市音乐厅
刚刚结束一场《只此青绿》的演出，
便接到了成都发现本土疑似病例的
消息。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后续部分
场次不得不取消或延期，主办方第
一时间积极响应，启动退票工作。虽
然平台热线被“打爆了”，但大部分
观众表示“不愿退票”。据悉，当天退
票观众不超过30人，截至目前，全部
场次仅有16%的观众退票。

“好不容易抢到的票，肯定不会

退，网上看就已经觉得很喜欢了，看
现场肯定更震撼！”25岁的马瑛娥是
不折不扣的“青绿粉”。从B站“入坑”
后，便迷上了这部舞蹈诗剧。这次抢
票，她拉上家人和朋友一起“秒”才
得以如愿，听说演出延期后，她在遗
憾之余有着更多的坚定。“不光是
我，我的朋友也都没有退票，不管延
期到多久演出，只要我还在成都就
肯定要去看。”

这让主办方感受到了成都这座
城市更多的不一样。不是追热度、凑
热闹、打卡网红剧目，成都市场对

“青绿热”有着更深层次的热爱。对
于许多成都观众而言，《只此青绿》
不仅是一场演出、一部剧目所代表

的文化消费品的含义，它还是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今传奇，也
是以音舞诗画为肌理传承中华文化
的艺术品，它是美育的渠道。

这样的长情，给了疫情下的文
旅企业更多的信心和鼓励。

“我们一直在紧跟疫情防控的
最新进展，希望尽早让期待已久的
成都观众走进剧场感受‘青绿之
美’。”邱伟表示。

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城市的
文化土壤，才诞生了更具创造力和
突破性的文化企业。诞生于成都本
土的域上和美集团携手故宫博物
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进行全方位
深度合作，探索文博文艺资源创编
活化、市场转化、文旅融合发展的
新模式，被业内视为延续市场传播
力、永葆艺术生机、创造更大产业
价值空间的一次创新之举。从亮相

《国家宝藏》到“B站”惊艳破圈，从
展卷春晚到入选《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白皮书，“只此青绿”早已不仅
仅是一部舞台艺术作品，更是一个
现象级的文化IP。

以《只此青绿》引发的市场热潮
为开端，成都文化企业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之路，正在越走越宽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钟茜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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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此青绿》剧照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提供

一个外卖小哥
在雨水里穿行
天蓝色的外卖装像一小片

晴空
一小片晴空在雨水里穿行
像一段镜头被不断地打着

马赛克
而雨水是徒劳的
蓝色的工装越湿
天空就越明亮
澄明的天空贴在他的肋巴上
就像贴在大地起伏的山脉上
阵雨突袭
一个外卖小哥和我并肩骑行
让我感觉雨衣是多余的
雨水不停地拍打雨衣
像什么人不停地叫门

——《阵雨突袭》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
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
用双脚锤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赶时间的人》

这些都是“外卖诗人”王计
兵在送外卖的途中有感而发写
出的诗作，曾在社交媒体上获得
数万网友点赞。

近日，王计兵的诗集终于
签下合同、决定出版。出品方
真故图书向记者介绍，诗集名
称暂定为《追赶时间的人：一
个外卖员的诗》，预计今年年
底出版。

53岁的王计兵来自江苏徐
州农村。20年前，他从老家到昆
山打工，当过钳工、泥瓦工，做过

水果批发生意……刚到昆山的
时候，没有钱租房子，王计兵甚
至只能在水沟里打下木桩，在水
面上搭个棚子来住。

2018年，在第一次尝试送外
卖后，王计兵觉得，送外卖能让
自己灵感大发，“可以写一连串
的诗”，于是他正式成为了一名

“外卖小哥”。
与其他外卖小哥喜欢接

“近一些”“路况好一些”的订单
不同，王计兵愿意接一些偏僻
的、犄角旮旯的订单。他想要通
过送外卖到没去过的地方看
看，“送外卖”对他来说变成了
一种难得的生活体验。

在送外卖的过程中，一想到
美好的句子，王计兵都会停下来
记在纸上或手心，生怕忘掉。

在一个暴雨天，他骑车到桥
下避雨，看到另一位外卖小哥正
冒着大雨骑行送外卖，他有感而
发，写下《阵雨突袭》：“一个外卖
小哥/在雨水里穿行/天蓝色的
外卖装像一小片晴空/一小片晴
空在雨水里穿行/像一段镜头被
不断地打着马赛克……”

当他深夜出门送外卖时，遇
到另一位正在推车的外卖小哥，
他立即写下《午夜推行人》：“如
果不是这一抹蓝/在午夜的街道
出现/我差点就信了夜晚/非黑
即白的谎言……”

有一次送外卖险些超时，他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又立马写出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
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
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
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
站……”

王计兵说：“生活是一面斜
坡，我每一步都要用力才能往
上走，而诗歌，是我陡峭的另一
面。我如果想看世界、去看风景
的话，必须站在我诗歌的一面
去看。”

近两年来，王计兵创作发表
了几十首诗歌，还会收到一些文
化交流活动的邀请。他写的诗多
次发表在《诗刊》上，并在一些诗
歌大赛上获奖，他边送外卖边写
诗的故事也被写进长篇纪实文
学《中国外卖》中。

如今，自己的诗作终于要集
结出版了，王计兵很高兴，他表
示出版诗集“几乎是我从一开始
写作的终极梦想”。他说，今后会
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和灵感，继续
写诗，外卖员这份工作也会坚持
做下去：“写诗是我的梦想，我会
坚持做好这件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记者 毛渝川

“无犯罪记录证明”网上办理指南来了

“外卖小哥”要出诗集了
用诗歌记录送外卖的生活

边学习边照顾外婆“留守女孩”考上大学
坚强、孝顺的她获天天正能量奖励1万元

李秋语 图由受访者提供

“外卖诗人”王计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