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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昨
日，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阳光灿烂，全市最高温将
高达16℃。

气象专家提醒，今明两日晨间坪坝河谷地区有雾，
自驾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12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坪坝河谷地区早上有
雾。大部分地区气温0～16℃，城口及东南部-2～
12℃。主城多云间晴，早上有雾，气温5～14℃。

13日白天：各地多云到阴天，坪坝河谷地区早上
有轻雾。大部分地区气温2～15℃，城口及东南部-
1～10℃。主城多云，气温7～13℃。

13日夜间到 14日白天：东北部部分地区及东
南部地区阴天转间断小雨，海拔800米以上地区有
雨夹雪或小雪，其余地区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
3～13℃，城口及东南部 1～7℃。主城阴天，气温
9～12℃。

今天有太阳最高温16℃

阿里巴巴成立
20个正能量微基金

荣耀和奖励不是结束，而
是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次评选，都是爱与善
良的汇聚。最终获得 2019 年
度正能量人物称号的是 20 组
名字，更是有情有义的践行者
和守护者。希望他们的故事能
够在你我心里激起一丝涟漪，
传递出去，在新的一年里激发
更多的情和义。”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平台总监王崇和说。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
微基金命名

与往年一样，今年评选结束
后，阿里巴巴依旧会拿出百万公
益金用于后续公益项目的推
进。与往年不同的是，百万公益
金将被划分成20个正能量微基
金，每个微基金5万元，用于帮扶
困境好人。

正能量微基金以“媒体+
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联合命
名，本报正能量微基金命名为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
袁玉兰”正能量微基金。

请你拨打966966
推荐正能量人物

即日起，正能量微基金正
式上线，身处困境中的正能量
好人，均可以提交基金使用申
请。同时，如果你的身边有身
处困境的好人，也可以向我们
爆料。爆料热线：966966

“这些钱在救助领域有些
微不足道，但这代表着天天正
能量从唤醒到改变、从改变到
赋能的新探索。”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工作人员表示，随着一
笔笔公益金的发放，希望获奖
正能量人物的名字可以写进城
市文明的进程里，让好人的故
事被更多人记住，成为专属于
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地区的新乡
愁。每一笔公益金都像一粒种
子，我们种下去，让良善化作对
身边好人的暖意，聚集起更多
的正能量和善意，最终形成正
向循环。

有情有义的正能量故事，
还在不断发生着。时代向前，
上游新闻及重庆晚报联合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寻找正能量人
物的脚步永远都不会停止，如
果你的身边正在发生正能量的
故事，或者你周围有正能量满
满的人物，请拨打966966与我
们联系。

重庆晚报报道并推荐的袁玉兰
获评阿里巴巴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

这是一份饱含情义的名单，记录着2019年最珍贵的故事，定格2019年最动人的
瞬间——1月10日，阿里巴巴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落下帷幕，新年的第一份荣
耀，送给20组不平凡的普通人，其中包括重庆晚报报道并推荐的重庆万州人袁玉兰。

得知自己获选2019年正能量人物，电话那头的袁玉兰反复念叨两个词：“没想到！高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夏祥洲 周荞

“妈，我得奖了”

上月12日，重庆晚报以《“你为国捐
躯 我替你尽孝”》为题，在头版报道准儿
媳袁玉兰40年精心奉养烈士母亲袁和菊
的感人故事。

这个故事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全国范
围，引起广泛关注，给读者和网友留下深刻
印象。随后，袁玉兰获得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公益平台的天天正能量奖和5000元
正能量奖金。

按袁玉兰的话说，之所以“没想到”，是
因为90岁高龄的袁和菊不仅是烈士母亲、
英雄母亲，也是自己的母亲。

“照顾自己的妈妈，还能得奖吗？”袁玉
兰语气中有点疑惑，但这个问句在此刻听
来，格外朴实动人。

还在和记者通话中，为了第一时间分
享自己的激动与喜悦，袁玉兰把入选阿里
巴巴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这事，告诉了老
人袁和菊：“妈，我得奖了!”

电话中传来袁玉兰的声音：“我刚刚说
得很大声，妈肯定听到了，我看到她笑了。”

感谢媒体的报道

随后，袁玉兰迫不及待地与记者分享
了一件事：半个月前，在获得阿里巴巴正能
量公益奖和奖金后，她去云南屏边为张宜
华烈士扫了墓。

袁玉兰介绍，老母亲年事已高，丈夫也
得留守在家照顾老人，独自前往云南屏边
的她，站在张宜华烈士墓碑前，代表母亲和
全家人，上了一炷迟到40年的香。

通过微信视频电话，90岁的袁和菊观
看扫墓全过程。

“墓碑上的照片很小，我指着照片问，
这是哪个？老母亲一口答出：是张宜华。”
袁玉兰说，令她意外的是老人的反应，没有
大喜大悲，没有流泪。90岁的袁和菊盯着
手机点点头，说：“终于看到了。”

“照顾母亲的事情在我看来很平凡，是
小事，但我还是想感谢媒体的报道。”袁玉
兰说，她很高兴能够获奖，也很有幸听到这
么多对她认可的声音。

得知上游新闻重庆晚报将成立以
“袁玉兰”命名的微基金帮扶更多困难
好人的消息后，袁玉兰连说了三声：

“好！好！好！”
“我一辈子都没有获得过这么多奖。”

因为敬老爱亲的孝行，袁玉兰即将收获以
她名字命名的微基金。哪怕她不知道微基
金3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写，但袁玉
兰说：“我希望它能鼓励更多的孝顺儿女，
让这些好人好事都能够像我一样，被认可，
被称赞，被发扬。”

让有情有义的好人被看见

让有情有义的好人被看见，让有情有
义的故事被传扬，传递善意，激发善行，是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连续第3年
启动年度正能量评选的宗旨和初心。

上月20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启动
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征集，重庆袁玉

兰的故事，通过众多读者及网友推荐，媒体
和天天正能量评估，成功入围候选名单。

今年参评的所有案例，全部来自2019
年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与合作媒体共同奖
励过的1200余组正能量人物。经过读者
和网友推荐，媒体和天天正能量共同评估
后，最终确定了76个案例入选投票点赞环
节。根据案例特征，45个案例划分到“义
不容辞”类别，31个案例划分到“情不容
已”类别。

紧扣“有情有义”的主题，60家权威媒
体的评委及大众网友以8：2的比例进行投
票点赞，最终决出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

1月3日零点，点赞环节启动，数十万
网友涌入活动页面，为心目中最有情有义
的故事助力加油。

为了激发更多善能，吸引网友和读者
关注，传播正能量理念，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连续 5 天推出候选人主题巡展，从

“2019，不问值得不值得”“2019，最好的生
活在此处”“2019：非我莫属！”“2019，像我
这样的人”“2020，请对善良的人好一点”
等5个主题出发，为2019年最有情有义的
他们送上一份敬意。

“无论是一念之间的仗义，还是长期坚
持的善举，他们都给时代留下真善美的种
子。希望这些故事能够感染更多人，给日
常生活添一些阳光和温暖。”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工作人员表示。

天天正能量提供百万元公益金

最终，袁玉兰获得 17 张评委票及
1487次网友点赞，成功入选2019年度正
能量人物“情不容已”类别。其他入选的还
有山东情义萝卜兄弟唐绍龙、丁翊龙；石家
庄四好汉吴学宝、张加城、张玉伟、孔英波；
吉林长春“老师妈妈”张引；河北承德老师
张秀娟；湖南怀化暖心公交司机杨骐铭；北
京好人奶奶许红婴；河北邯郸大义老人李
四妮、唐竹娥；湖南株洲最美同窗王保林和
他的同学们；峨眉山“扛母孝子”徐勇。

获评“义不容辞”类别的10个故事是
高空救人医生张红、肖占祥；浙江温州“飞
车侠”刘文忠；江苏句容“草根硬汉”梁发
红；河南鹤壁14岁少年王泯然；河南90后
姑娘金婵；云南巧家夫妇谢朝勇、王崇宇；
哈尔滨中学教师杨保成；江西赣州救人村
民李益军；沈阳13岁少年赵一锦；黑龙江
鸡西外卖小哥郑伟。

情不容已，饱含着深情和温度；义不容
辞，写满了热血和担当。最终登上榜单的
是他们的名字，但留在大家心底的，是对爱
和善良的礼赞，是对行动者的敬意。一个
个有情有义的瞬间和故事，展示出人性的
美好和社会的温情。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将提供百万元公
益金，成立全国首批以媒体和正能量人物
共同命名的正能量微基金，重庆地区获得
5万元，用于帮扶困境好人。

年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将择机举
办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颁奖典礼，为有情
有义的他们送上专属礼赞。

为鼓励媒体记者挖掘正能量新闻，参
与2019年度正能量人物报道的记者同时
获得正能量传播奖，本报记者周荞获奖。

▲袁玉兰获奖页面 ▼部分获奖名单

3 9 7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011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1月11日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000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6 10 33 34 35+01 0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01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5 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01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5 9 5 1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000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3 3 0 3 1 0 3 0 1 1 3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1月11日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000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3 3 0 3 1 0 3 0 1 1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000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1 0 1 1 0 0 1

▲ 上月 12
日重庆晚报
头版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