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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售独栋宜幼儿园13032828088

店 铺
●优转武侯大道千户新小区大
门口第一间超市15828611128

招 商

声明·公告
●股东会通知

2016年至今， 由于中小股
东出资不足，严重亏损，公司
一直未召开股东会（2018年11
月27日， 罗丹提议召开股东
会，因人员未到齐未召开）。现
请罗丹、方萌、胡秀丹（岳雷代
理人）、赵曼、申辉，于2019年3
月4日下午3点到公司参加首

次全体股东会。
发起人：执行董事-罗丹

成都富莱诺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陈波身份证 5139221995060�
17418于2019年2月24日遗失，
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的
后果与本人无关。
●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通用定
额票据（存根联：B82684851-B8
2684900票面2元， 共计面额100
元）遗失，声明作废。

●川AQ948学道路运输证遗失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遗失， 证
号 510122113992， 车 牌 号 川
AH3010，车主王维。

●成都市医药总公司开具给德
阳市人民医院的四川增值税普

通发票一份， 票号04575403金
额18600元，遗失作废。

2019 年 2 月 27 日，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
中心与智媒云图联合发布了《民众
美好生活需要调查（2019）》，力求
探知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想
象、感知与期待，了解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南开大
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心
理学会会长汪新建等专家学者出
席发布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
研究中心主任王俊秀表示，从报
告中可以看出，民众想到“美好生
活”时，多会联想到“幸福”、“快
乐”、“美满”、“开心”等词汇，美好
生活体验与获得感、安全感、幸福
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时，调查
还发现，利用视频、直播等形式记
录生活的用户拥有更好的美好生
活体验。

发布会上，字节跳动平台责任
研究中心作为企业界代表，发布了

《短视频美好生活内容生态报告》，
展现当前短视频在传播美好生活方
面发挥的作用，探讨短视频助力美
好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字节跳动平台责任研究中心
总监赵蕾表示，美好生活是每个
人的愿景，短视频平台丰富多样
的内容生态，也构成了展现美好
生活的数字窗口。美好生活类短

视 频 内 容 的 演 化 机 制 呈 现 出 连
接、创新和驱动三大优势。连接用
户情感，为知识传播和传统文化
传播带来了创新的表达方式，同
时短视频打通时空，帮助用户将
内容转化为实际行动，成为构建
美好生活的动力。

字节跳动平台责任研究中心总
监赵蕾还在现场分享了武汉大学心
理系谢天副教授的研究，研究显示，
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让拍摄
短视频的用户构建了更加积极和正
面的自我概念，有效提升了用户幸
福感。

赵蕾指出，致力于创造美好生
活的内容生态也是平台义不容辞
的责任。短视频长期以来都是字节
跳动在构建美好生活方面的有益
尝试。“字节跳动系短视频平台致
力于营造美好生活内容生态链，平
台通过建立完善的审核机制，从源
头为美好生活内容保驾护航，推出
的优质内容专题深入鼓励用户参
与创作，从生产到传播再到管理，
平台多方位地助力美好生活。”赵
蕾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勾勒身边
美好生活

字节跳动发布《短视频美好生活内容生态报告》

““合家团圆合家团圆”“”“幸福幸福
安康安康””……描述美好生……描述美好生
活的词汇不胜枚举活的词汇不胜枚举，，追追
求生活幸福更是人们求生活幸福更是人们
的不懈追求的不懈追求。。新时代新时代
下下，，人们心中的美好生人们心中的美好生
活究竟长啥样活究竟长啥样？？短视频短视频
平台上平台上，，一幕又一幕或一幕又一幕或
是温馨甜蜜是温馨甜蜜、、或是激励或是激励
昂扬的作品昂扬的作品，，记录了一记录了一
幅又一幅当代中国人幅又一幅当代中国人
的幸福景象的幸福景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俊秀

不求高薪，只求开心
宋振瑜“乐不思蜀”

2727日日，，陕西长陕西长
安竞技足球俱乐部安竞技足球俱乐部
官方宣布正式获得官方宣布正式获得
递补名额递补名额，，征战中甲征战中甲
联赛联赛。。在长安竞技从在长安竞技从
业余球队到中甲一业余球队到中甲一
步步向上攀升的过步步向上攀升的过
程中程中，，拥有了众多国拥有了众多国
脚脚，，他们有着辉煌和他们有着辉煌和
失落失落，，从职业联赛的从职业联赛的
顶端到业余顶端到业余，，再到中再到中
甲也是他们的一段甲也是他们的一段
人生人生。。

长安竞技有四长安竞技有四
川球川球迷很熟悉的面迷很熟悉的面
孔孔———宋振瑜—宋振瑜！！这位这位
前国门是长安竞技前国门是长安竞技
的主力门将的主力门将，，他被陕他被陕
西球迷亲切地称为西球迷亲切地称为

““老宋老宋”，”，是这支年轻是这支年轻
俱乐部中年龄最长俱乐部中年龄最长、、
比赛经验最丰富比赛经验最丰富、、感感
人故事最多的球员人故事最多的球员。。
在长安竞技获得中在长安竞技获得中
甲资格后甲资格后，，这位这位3737岁岁
的老将向成都商报的老将向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红星新闻记者讲述者讲述
了他的唏嘘和感悟了他的唏嘘和感悟。。

14岁入川，在四川全兴、四川冠城和成
都谢菲联先后效力，又辗转于重庆力帆、大
连实德、长沙金德、天津泰达和长春亚泰等
多家俱乐部，这位37岁的前国门现在在长安
竞技重新焕发职业之春。

对宋振瑜而言，目前的生活让他非常满
意，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陪着他走了4个多小
时才租到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无论是下雨
或天晴，骑着一辆电动车参加训练的宋振瑜
是长安竞技的一道风景：“现在我很快乐，自
己可以随性而活，骑个电动车去训练，住在
出租屋里，没事和朋友聚一聚，这种氛围非
常棒！小区是个学区房，停车位特别紧张，之
前我老婆也开车到了小区，但停进去后出不
来，后来就不开车了。我只是想生活得更舒
服，更随意一些，不需要去做表面的东西。不

是说买不起豪车，我只想活得更真实一点。
现在球员的关注度都很高，但最重要的还是
家庭，还是生活。”

现在宋振瑜吃东西很方便，“没事我就
叫外卖。小区楼下有个面馆味道不错，也经
常去那里吃碗面。我比较爱吃面食，刚去成
都时觉得食物太辣了，但后来习惯了，觉得
无辣不欢。成都的面也好吃，但四川的饭吃
不习惯，太硬。”宋振瑜说：“还是那句话，我
就想低调的生活，随性而为。”

宋振瑜的随性还表现在喝茶上，如今他随
手带着一个泡着浓茶的大保温杯，“球员里不
喝茶的太少了，基本上家家都有一个茶盘，几
把壶养着。我以前喝茶很讲究，现在没那么讲究
了。我觉得球员这么爱喝茶是因为生活简单，业
余时间很多，这也算是一种休闲方式吧。”

宋振瑜的几次四川情结，都因为各种各
样的原因而打断，最为著名的是谢菲联“炒
鸡蛋”事件。“那时候俱乐部缺钱。比赛前一
天，我训练完到食堂吃饭，晚了5分钟就没菜
了，我说‘师傅炒个鸡蛋吧’，当时厨师也被
欠薪，所以脾气也很大，厨师就和我吵起来
了。就因为和厨师吵架的事，俱乐部处理的
方法很搞笑，厨师一点事都没有，却把我这
个主力球员‘三停’。那时候谢菲联排名中超
第10，其他队有4个外援，而我们只有两个澳
大利亚外援。不发工资不发奖金我们都在
拼，但为了一丁点小事，俱乐部却把工资高

的球员以各种借口‘三停’，后来还把刘宇卖
到江苏、也把我卖了，这怪我吗？”

而宋振瑜“卖房救妻”的故事也广为流
传。“我们俩是网恋，在一个婚恋网站认识
的。当时天天在基地没事干，队友帮我注册
的，认识后我俩就好了。妻子得脑瘤也是陈
年往事了，当时以为会花很多钱，所以就想
卖房子，但后来没这么严重，差不多好了，但
还是有点后遗症，身体不太好。”

宋振瑜孩子的身体也不大好，“他有股
骨头坏死，上下楼都要人背。虽我也想生二
胎，但妻子身体太差，所以现在没考虑。”

22 “炒鸡蛋”事件后 被迫远走他乡

2018年，宋振瑜的户口已经迁
到西安，但妻子和孩子还在成都。

“现在动车方便，不忙的时候，打完
比赛就回成都了。刚在成都按揭买
了两套房子，供房压力有点大，孩子
在成都上小学。目前我回四川效力
的可能性不大了，到了我这个年龄，
再想换队别人会嫌年龄太大，还不
如在一个地方踏踏实实地干。在西
安待着离家也不远，能陪着陕西队
到中超最好。”

其实宋振瑜并不想到陕西，他
本来约定的是去一支中超球队，

“2016年阴差阳错到了陕西，提起全
是眼泪。之前选择的球队工资应该
比陕西高出三四倍，但来了陕西踢
了一年后，我对我老婆说，人更重要
的是快乐，有可能去别的地方拿更
高的工资，但没这么快乐。”

让宋振瑜“乐不思蜀”的地方，
还在于长安竞技俱乐部投入在中乙
球队里不算高，但最稳定。“工资、奖

金的发放非常准时，俱乐部运营得
非常好。因为热度够，不管是体育局
还是公安局，各方面对这支球队的
支持度都非常高。”

在长安竞技，宋振瑜找到了以
前全兴时代的感觉，“真的和在全兴
时一样，球市非常火爆。当年我在全
兴二队有一次没钱了，当时每个球
员每场比赛要发两张球票。我想去
把票卖掉，但不会卖，就没卖出去，
卖了一次就再也没去卖了！”

宋振瑜觉得陕西的球迷对足球
太狂热了，是骨子里的热爱。陕西球
迷有狼性和韧劲，造就了陕西狂热
的球市。虽然成体中心拆了，但如果
川足还在成体中心，也应该能再现
这么火爆的球市。”

火爆的球市让宋振瑜和队友们
每次比赛都动力十足，但他们的冲
甲之路却充满了波折。

黎兵、马明宇也曾是宋振瑜的队

友，他们都约定了在中乙决赛相见，以
便让安纳普尔那的球员再感受一下陕
西球迷的狂热，可惜安纳普尔那以中
乙冠军冲上中甲，而长安竞技却经历
了三个月的煎熬才递补进入中甲。“和
盐城大丰的比赛，有人说我们不想打
中甲，陕西是中乙里国字号球员最多
的球队，杨昊还曾是国家队队长，都有
过辉煌的时候，难道就在中乙这个平
台混吃等死呀？但在4万8千名陕西球

迷面前，我们输了，没办法！”
进入中甲，可想而知长安竞技

的球市会更加狂热，“为什么球迷这
么喜欢我们这支球队，是因为我们
是一步一个脚印，实打实地从业余
联赛走到了中乙，现在虽然经历了
一些波折才进入中甲，但我相信球
队会走得更远，也期待和安纳普尔
那在中甲赛场上相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11 随性而为 骑电动车去训练

33 因年龄原因 回川效力可能性不大

44 从业余冲进中甲 期待与川足交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