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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岁女孩小豆芽最近火了，
她干净利索地侧空翻，
铿锵有力
地大喊“我最棒”，每天能翻 100 个跟斗，乖萌又英姿飒爽的样
子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许多网友为她加油点赞，同时也有人
提醒她注意安全，
还有人认为她应该被选入体操队……
一个年仅 5 岁的小女孩，为何要努力练习侧空翻？她又是
如何克服困难练成了这样的“功力”？实际上，
在这一切背后，
充
满了一个单亲妈妈的母爱、寄望，
还有辛酸。

近段时间，
近段时间
，位于四川眉山城区的眉山东坡水街火了
位于四川眉山城区的眉山东坡水街火了。
。这里
有雾气缭绕的河流 ，鳞次栉比的仿古建筑
有雾气缭绕的河流，
鳞次栉比的仿古建筑，
，亭台楼阁
亭台楼阁，
，白玉拱
桥，流光溢彩
流光溢彩，
，金碧辉煌
金碧辉煌，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高峰时期
高峰时期，
，
一天有超过55万人拥入
一天有超过
万人拥入。
。
东坡岛上的商业水街成网红打卡地，
东坡岛上的商业水街成网红打卡地
，也给道路交通
也给道路交通、
、公共
安全、
安全
、疫情防控等工作带来较大的考验
疫情防控等工作带来较大的考验。
。11
11月
月21
21日
日，成都商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
红星新闻记者获悉
，管理方已于
管理方已于11
11月
月 20
20日发布提醒
日发布提醒，
，从 11
11月
月 23
日起，
日起
，
当街区内人流达11.5万人接待上限
当街区内人流达
万人接待上限，
，
将暂停游客进入。
将暂停游客进入
。

单日超5万人拥入 私飞无人机“添乱”

岁萌娃每天翻100
100个跟斗
个跟斗
网上 5岁萌娃每天翻
走红 视频上热搜，有人还为她作诗点赞
近日，一个名为“5 岁萌娃每天翻
100 个跟斗”的视频上了热搜，引发全
网关注和讨论，视频中的小女孩也随
之在全国火了起来。
视频中的 5 岁小女孩名叫小豆
芽，身穿一身运动服装，在家门口表演
单手翻、原地侧空翻，翻前翻后还会来
一句“奥利给”
，给自己加油打气。
随后，记者在抖音上搜索发现，小
豆芽在家门口表演侧空翻的视频获得
的点赞最多，引来了 10 余万点赞以及
数千条评论。

东坡水街火了
限流+禁
“飞”

“一招之鲜吃遍天，
旱地拔葱侧空
翻；五岁娇娃小豆芽，为国争光立志
坚！”在评论中，一位网友还专门为小
豆芽做了一首诗。
“哇塞，这动作干净利索，背后不
知道吃了多少苦，叔叔给你点赞！”
“小女孩动作流畅有力而稳健，
是
棵好苗子，家长努力培养吧！”
……
网友们纷纷为小豆芽点赞，也有
人提醒要注意安全，更有网友认为小
豆芽应该被选到体操队。

游览。当街区内人流达1.5万人接
待上限，
将暂停游客进入，
后续游
客有序排队，
耐心等候。

私飞事件伤人
警方已禁飞
小豆芽的空翻动作干净利索

5岁女孩每天翻100个跟斗走红

3岁去嵩山习武
单亲妈妈盼她
“翻”出自信
记者 就读幼儿园大班
探访 每天练习两小时，已成当地“小明星”
11月18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经过多方联系，终于找
寻到小豆芽本人，她现在就读于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桥镇幼儿
园，目前正在上大班。
18日下午4点，小豆芽放学后
和妈妈一起回家。学校的斜对面，
就是小豆芽居住的地方。这是一
间老式房屋，有一个围墙围着的
院坝。小豆芽的妈妈杨乐告诉记
者，她们老家在白桥镇农村，为方
便小豆芽上学，就在学校对面租
住了一间房屋。
“这里刚好有一个院坝，小豆
芽每天练功也安全。
”
杨乐说，
她现
在在四川眉山市工作，
一般3天以上

的假期才会回到白桥镇和女儿待
在一起，
平时照顾小豆芽的工作就
落在了外婆李秀萍的身上。
换上练功服和鞋子，在院坝
内跑步、踢腿……20分钟热身完
成后，小豆芽开始了“翻跟斗”，
最
开始是单手侧翻，然后是原地侧
空翻和助跑侧空翻。
记者看到，在单手侧翻时，
小
豆芽就像玩耍一样容易，侧空翻
时就要难一些。在侧空翻前，
小豆
芽要先给自己提气，大喊一声“奥
利给”，然后一个侧空翻翻过后，
她会给自己竖起大拇指，再喊一
声“我最棒！
”
小豆芽练习侧空翻时是10个

未来 先打好基础培养气质
规划 再根据孩子爱好进行培养

一组，
做完后会休息一分钟，
然后
继续练习。而除了在平地上侧空
翻外，小豆芽家的院坝上有一个
20厘米高左右的台阶，她会直接
从台阶上空翻而下。一位姓陈的
婆婆看见努力练习的小豆芽后，
奖励给她一颗棒棒糖。
“她每天练习两小时，
有时还
会到街道边练习空翻，
会吸引很多
群众围观。
”
小豆芽的外婆说，
那个
时候，
她主要就帮小豆芽看着过往
的车辆，
有车辆经过时必须停止。
在记者采访中，当地场镇上
很多居民都知道小豆芽会侧空翻
一事，小豆芽俨然成为了当地的
一个“小明星”
。

背后 单亲家庭长大
故事 3岁习武，妈妈想培养女儿自信心

放学后，小豆芽和妈妈一起回家
练完功、吃过晚饭、写了作业
后，小豆芽玩起了自己的芭比娃
娃。看着天真开心的小豆芽，杨乐
的心里充满了幸福，
她希望小豆芽
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开心、
自信。
为 何 要让 小豆芽苦练侧空
翻？谈起原因，杨乐沉默一会儿

后，眼中忍不住掉下了泪水。
“她出生不久，我就和她爸爸
分开了，她一直是在单亲家庭中
长大的，我希望她能自信，不受外
界 影 响 ，也 能 有 自 己 的 一 技 之
长 。”杨 乐 告 诉 记 者 ，她 今 年 26
岁，2015 年 2 月在成都生下了小
豆芽，不久就离婚了，小豆芽跟随
她一起生活。因为自己也要上班
养家，孩子平时主要由她的父母
在照顾。
“我告诉她爸爸去了很远的
地方，但她似乎缺乏自信，性格也
不够开朗，遇见生人还会一直躲
在我身后。2018 年那个寒假，我
和父母就带她去了嵩山少林的一
个武校，让她学习武术。”杨乐介
绍，一个寒假学习武术的经历，
给
小豆芽的性格带来了变化，让她
更加坚强了。
那时，杨乐原本准备让小豆
芽在成都上幼儿园，但考虑到今
后读小学的情况，还是选择让母
亲带小豆芽回老家苍溪县白桥镇
上学。

“我想飞！”2019 年上半年，
杨乐一次回家时，小豆芽看到了
手机上的一段抖音视频，一个小
姐姐在翻跟斗，
小豆芽被吸引了，
那时她不知道这叫空翻，就告诉
妈妈自己“想飞”
。
“我看她非常喜欢，
就在网上
搜索，
最后选择了成都一家特技学
校，
暑假时把小豆芽带去后，
她自
己就爱上了（特技），
再苦再累也愿
意学。
”
谈起女儿的坚强和努力，
杨
乐有了笑容，
她告诉记者，
有一次
在学校练习时，
小豆芽一个动作没
掌握好，
摔在地上手臂擦破皮还流
了血，
“当时我心痛得都哭了，以为
小豆芽不会再学习了，但她只流
了点眼泪，
铃声一响，
又跑回教室
上课了。
”
当天，在和记者的交流中，
小豆芽活泼、开朗，而且非常有
礼貌。面对记者的镜头时，她也
毫 不 胆 怯 ，自 然 地 完 成 了 各 个
动作。杨乐称，小豆芽现在会和
人 主 动 打 招 呼 ，再 也 不 会 躲 在
她的身后了。

26 岁的杨乐以前是个美发师，在做了 6 年美
发师后，她决定要活出自己的个性，2018 年开始
学习爵士舞，
现在一边学一边当代课老师。
“虽然生活在单亲家庭，但我也希望小豆芽
能不受外界的干扰，活出自己的个性。”杨乐说，
现在小豆芽因为要上文化课，所以只是寒暑假到
成都特技学校去学习。每天在家中的练习，因条
件限制，她并没有要求小豆芽在技术上有突破，
“我希望她能保持住现在的状态，等到放假后再
去进行系统专业的学习”。
对于小豆芽以后的规划，杨乐称，现在还没
有完全的规划。小豆芽除了喜欢空翻外，还特别
喜欢网上的 T 台秀，她喜欢穿漂亮的公主裙、穿
漂亮的靴子，
“ 现在的练习，可以打好跳舞的基
础，也可以培养气质，为她喜欢的 T 台秀做基础，
以后会根据小豆芽的爱好进行培养”。
11 月 18 日，练习完空翻，小豆芽休息一会儿
后，换上了自己喜爱的粉色靴子。杨乐也告诉小
豆芽，
这次要在家多待两天，
放学时都会去接她。

突成爆款
东坡岛交通一度瘫痪
爆红的眉山水街“金府·穿
越盛世”，建成于2019年9月，今
年5月开始投入运营，以“唐朝文
化+宫廷文化+神话奇景”互相
融合的大型宫廷沉浸式互动街
区为定位。
今年11月，眉山水街忽然开
始在网络爆红。来自四川省内外
的人们纷纷前往水街打卡，一睹
苏东坡故里千年前的盛世风采。
尤 其 是 周 末 ，水 街 游 客 摩 肩 接
踵、络绎不绝，一度让水街所在
的眉山东坡岛交通陷入瘫痪。当
地官方甚至呼吁本地市民减少
开车出门次数，为外来游客腾出
停车位。
11月20日，水街管理方发布
提醒，
请人们保持人际距离，
有序
排队、有序入街、有序游览，减少
进入人群密集区域和参与游客多
的项目，
不扎堆、不聚集、不拥挤，
提倡无接触游览。
从11月23日起，街区将限流

现在最火的打卡地点在哪里？

不在景点，在成都这间厕所里

儿童专家说

培养兴趣和社交能力
对单亲家庭孩子很重要
独立儿童工作者、童年研究者杨海宇认
为，小豆芽的故事后面，是一个母亲的期望、
童年的兴趣爱好和人际交往能力的习得。
童年的岁月里，有了一个能获得支持
和关爱的家庭环境，孩子的成长就有了绵
厚的动力，即使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也可以
健康成长 。小豆芽有母亲的爱与关怀 ，也
有外婆的关爱与照顾，更有来自社区乡里
乡亲的呵护与支持 ，这样的成长 ，有家庭
和集体的护佑，有力量有温暖。
从小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鼓励孩子与
身边的人、与身边的社会接触，培养良好的
为人处世技能，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也至关
重要。这样人生技能的培养，应该尽早开始。
学会为人处世之技能，是儿童成长中被忽略
而又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内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摄影记者 张直

公司拓展训练致员工溺亡？

厕内形如沉浸式艺术空间
你还在网红餐厅、酒店、旅
行景点“打卡”吗？最近在网上，
最火爆的打卡晒照地点既不是
餐厅酒店，也不是热门景点，而
是……厕所！
最近有一个“绿色厕所”
在各
类社交平台上出圈了！这不是一
间普通的厕所，纯白的墙壁上爬
满穿梭其间的绿色线条，空间宽
敞，纵深感强……第一次走进它
的人，会误以为自己踏入了某场
沉浸式艺术展览。
这个网红厕所位于成都银泰
中心in99购物中心。21日，成都商

警方：3死1伤，责任人已被控制

根据“纳溪梦里水乡”
微信公众号
家AA级旅游景区、田园休闲庄园。
介绍，
“梦里水乡”
是一家集乡村旅游、
根据网传视频和“纳溪梦里水乡”
素质拓展、青少年研学、亲子农耕、休
微信公众号文图介绍，事故疑因景区
闲农业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培训综合基 “水上侧攀网”
掉落水中所致。
地；园区总占地面积近千亩，是“国家
据“纳溪梦里水乡”
微信公众号介
AA级旅游景区”
“ 中国知青旅游文化
绍，
“水上侧攀网”可让人体验蜘蛛侠
联盟的旅游、养生、采风基地”
“省级示
爬墙走钢丝的感觉，网长25米，坡度85
范休闲农庄”，同时也是“泸州市纳溪
度。
侧爬网对学员们身体平衡感、敏捷
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
度有一定的考验，
可以锻炼勇气，
让人
“梦里水乡”
是泸州市纳溪区牧滋
克服恐高症和胆怯心理。
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5年打造
11月21日上午7时30分左右，红星
的生态体验实体，位于纳溪区大渡口
新闻记者反复拨打“梦里水乡”
对外公
镇凤凰湖景区平桥河畔，是以山水田
布的电话，
但座机、手机均无人接听。
园、滩林溪流、自然山林地貌建成的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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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该购物中
心。
从二楼起，
往上每一层的厕所
各有千秋，
不过说到最出名的“绿
色厕所”，则在商场5楼，非常值得
年轻人去“体验”
一番。
洁 净 、极 简 、科 技 感 十 足 ，
这些特征让这间厕所获得了第
二 种 功 能 ：它 成 为 了 年 轻 群 体
拍 照“ 打 卡 ”的 好 地 方 。他 们 争
相赶来，留下与厕所的合影，并
po到社交网络上收获点赞评论
与转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摄影报道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0272期开奖结果：243，直选：
4713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1889注，每注奖金173元。
（29447518.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0272期开奖结果：
24382，
一等奖
34注，
每注奖金10万元。
（434597458.9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0117期全国销售295676112元。开奖号
码：07 19 20 23 24 05+10，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6533726
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5226980元；二等奖125注，单注奖金
82936元，追加37注，单注奖金66348元；三等奖240注，单注奖
金1万元。
（657082924.6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月20日)

福彩

纳溪区分局发布关于“11·20”警情的
情况通报称：2020年11月20日16时08
分，泸州市公安局纳溪区分局接市局
110指挥中心指令称：在纳溪区大渡口
镇平桥村有人落水，请立即开展处置
工作。接报后，分局迅速指令大渡派出
所前往现场处置。
经警方初查，系某公司员工在纳
溪区大渡口镇平桥村一农场开展水上
拓展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造成3人死
亡，1人受伤。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将
相关责任人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警方提请广大群众不造谣、
不信谣、不传谣。

体彩

11月20日下午，网传四川泸州市
纳溪区大渡口镇“梦里水乡”景区，一
公司组织员工在此进行拓展训练时
有人落水溺亡。纳溪警方随后证实：
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责任人
已被控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
现场视频显示，一段河流中有多名身
着救生衣的人在扑腾挣扎，有人大喊
“抓住绳子”，水中也有人未着救生衣
在挣扎；另有视频显示地上躺着人，有
人对溺水者展开急救，有人打电话说
“你们快点嘛，4个人都昏迷起的”。
11月21日凌晨4点，泸州市公安局

东坡水街

游客多了，
交通拥堵了，
垃圾
和用来拍美景的无人机也多了。
11月21日，记者从眉山市公
安局东坡区分局获悉，该局近期
加强了无人机飞行管控，对私自
放飞无人机行为进行教育、严控，
并逐步按民用无人机相关规定进
行管控。
今年11月11日，来自乐山市
犍为县的陈女士一家人慕名来网
红地东坡岛水街游玩。在水街观
看表演时，陈女士不慎被掉落的
无人机砸伤头部，其丈夫头部也
被划伤。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关
注，同时也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
视与警惕。
针对该起事件，眉山市公安
局东坡区分局抽调警力2至3名，
使用无人机干扰枪对东坡岛上私
飞无人机行为进行管控。
11月17日晚，一架无人机出
现在水街上空，
尚未飞过水街时，
就被执勤民警压制、迫降。18日
晚，
执勤人员再次压制、迫降无人
机3台。
11月19日21时25分，一架无
人机突然出现在穿越城上空，正
在现场执勤的民警魏春明迅速提
起干扰枪瞄准、发射信号，
无人机
乖乖回到原地，放飞者被带回派
出所调查。
“下一步，
将严格按无人机管
理规定对私飞无人机行为进行依
法处置。
”眉山市公安局东坡区分
局城南派出所民警李敏表示。
魏春明 李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0273期开奖
结果：
06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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