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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购买彩票中
了大奖，你会怎么用？
湖北鄂州体彩大乐透
3178万元大奖得主李
先生（化姓）交出了一
份“温暖有光”的爱心
答案。

6月20日，受李先
生的委托，体彩鄂州分
中心、鄂州市文旅局、
鄂州市慈善总会，在鄂
州市燕矶镇举行了一
个简短的爱心捐赠仪
式，并将李先生的 60
万元爱心款，分别发放
给 200 名孤寡老人。
捐赠对象的产生，由体彩鄂州分中心、鄂州
市慈善总会通过鄂州电视台广泛发动征
集，最终确定了200名分散供养孤寡老人，
每位孤寡老人获得3000元的资助。

今年2月23日，体彩大乐透第19020
期开奖，鄂州购彩者李先生中得300注追
加二等奖，收获奖金3178万元。4月1日，
李先生到湖北省体彩中心兑奖时，主动要
求捐赠120万元做公益，其中60万元定向
捐赠给武汉江大女足，60万元定向捐赠用
于资助鄂州市的孤寡老人。

本次捐赠仪式举行之前，江大女足捐
赠仪式已经举行。4月27日下午，2019中
国足球协会杯赛（女子）半决赛在武汉塔子
湖体育中心足球场举行。中场休息时，举
行了简短的捐赠仪式。

湖北省体彩中心负责人受体彩大乐透
大奖得主的委托，将60万元爱心款捐赠给
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江大
女足实力派门将陈晨作为球员代表，向湖
北体彩和支持江大女足的爱心购彩者李先
生致感谢信。随后，江大女足的姑娘们代
表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足球俱乐部，向李先
生回赠球队签名足球、球衣，湖北体彩武汉
分中心负责人代表李先生接受回赠。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有许多如李先
生一样中奖后积极回馈社会的爱心人士，
比如来自江北区1.77亿大奖得主，在领取
奖金后直接捐款500万元，委托体彩中心
做公益事业，这也是重庆市大奖得主捐出
的最大一笔捐款；来自长寿区的大乐透
8234万得主老杨，在领奖时也为公益事业
捐款100万元……他们的爱心善款目前已
投入包括“爱心体彩·贫困农村留守儿童重
大疾病救助行动”、手拉手健康工程等直惠
特困群体与特困地区的体彩公益活动，直
接受益群众达数十万，让体彩公益温暖最
需要的人群。

爱心不分大小，有很多李先生这样的
购彩者为公益贡献力量，无论是中奖还是
不中奖，每一笔体彩公益金的背后，都是
我们每一位购彩者的爱心之力。作为国
家公益彩票，多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始终
不忘公益初心，牢记时代使命，践行社会
责任，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累计
为国家筹集公益金超过4700亿元，为社
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可以说，每一位购彩者，都是通
过自己随手的行为，为公益事业奉献点滴
之爱。

捐赠120万元做公益
体彩大奖得主用爱心诠释“温暖有光”

重庆体彩所开展直惠特困群体与特困地区的重庆体彩所开展直惠特困群体与特困地区的““爱心体彩爱心体彩··贫困农村留守儿贫困农村留守儿
童重大疾病救助行动童重大疾病救助行动””

夏至后不久，一年中最热的时间就要到了，也就
是民间百姓常说的“三伏天”。天文专家表示，“夏至
三庚数头伏”。今年的入伏时间是7月12日，“三伏
天”长达40天。

我国古代采用“干支纪事”的方法用以计年、计
月、计日、计时。所谓“干支”就是十个“天干”和“十
二地支”。十个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
辛、壬、癸”；十二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
未、申、酉、戌、亥”。使用天干和地支的两个字搭配，
来表示年、月、日的序号。由于天干是10个，所以每
隔10天就出现一个庚日。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
成介绍说，传统的推算方法规定，夏至后的第三个庚
日起为“初伏”，从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起为“中伏”，
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起为“末伏”，总称为“三伏”。
由于夏至与第一个庚日之间的天数几乎每年都不一
样，所以与“三庚”的天数也不是固定的。

我国传统历法规定，“初伏”和“末伏”都是10
天，中伏天数则不固定。“这是因为当夏至与立秋之
间出现4个庚日时中伏为10天，出现5个庚日则为
20天，所以‘中伏’到‘末伏’有时为10天，有时为20
天。”史志成解释说。

具体到今年的“三伏天”来说，7月12日至7月
21日为“初伏”，7月22日至8月10日为“中伏”，8
月11日至8月20日为“末伏”，共计40天。

据新华社

本报讯 （重庆晚
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
也）据重庆市气象台预
计，今起三天，重庆大部
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仍有
降雨。

专家提醒，近日重
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大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高，市民应注意防
范可能引发的城乡积
涝、山洪及山体滑坡等
次生灾害。

天气预报
25日白天，西部阵雨

转阴天，其余地区阴天转
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
20～33℃，城口及东南部
18～32℃。主城区：阴天
有分散阵雨，气温 23～
29℃。

25日夜间到26日白
天，各地多云，局地有阵
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
气温20～35℃，城口及东
南部18～31℃。主城区：
多云，气温24～31℃。

26日夜间到27日白
天，西部多云转阵雨或雷
雨，其余地区多云。大部
分地区气温22～37℃，城
口及东南部 19～31℃。
主城区：多云转雷雨，气
温25～33℃。

今起三天，重庆大部地区多云为主

7月12日“入伏”
今年“三伏天”40天

“原乡风情 大美铜梁”2019中国·重庆小姐大赛半决赛惊艳上演

群美逐鹿 16名选手晋身总决赛
6月23日晚，铜梁地标龙城天

街，“原乡风情 大美铜梁”2019
中国·重庆小姐大赛半决赛惊艳上
演。铜梁知名歌手谭定奇、黄萍以
及铜梁舞龙队空降，以一首气势磅
礴的《中华龙舞起来》，替大赛拉开
华丽大幕。现场人山人海，超过
300万网友通过网络直播强势围
观。精彩，在这里发生！

重庆小姐大赛
中国·重庆小姐大赛是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重点培育的原创文旅品牌，由重报集
团旗下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新女报时尚传
媒集团、重报集团旅游发展中心共同打造，
迄今已举办十届，被誉为“西部第一选美赛
事”。目前，依托重报集团旗下数十家全媒
体平台上亿读者用户的传播覆盖力，以及
社会各方资源的强大整合能力，此品牌完
成了从传统选美赛事到文旅融合大平台的
全面转型，成为代言重庆城市形象、推广重
庆文旅资源的重要载体。

大美铜梁简介
重庆市铜梁区地处重庆西部，先后获

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城市、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美乡村
旅游目的地等荣誉称号。

铜梁区位条件优越，距重庆主城40公里，
到成都2小时车程，是成渝经济区中轴线上的
重要节点城市；铜梁文化底蕴深厚，是国际主
义战士邱少云，著名音乐家刘雪庵、金砂等名
人故里，更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龙舞）之乡，
铜梁龙舞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铜梁生态环境优美，有巴岳山、毓青山、玄
天湖和小北海等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也有安
居国家湿地公园和毓青山国家森林公园，有

“2017百佳深呼吸小城”之称，是都市人群回
归自然、颐养身心的好地方。

今年，铜梁借助举办重庆小姐大赛的
契机，以“乡愁为引”，打造“古韵+体验”夏
季游，安居古城、奇彩梦园、荷和原乡等重
点景区将举行民俗表演、乡村旅游、文化展
览等系列活动。君若来铜梁，以花住，与山
水为邻，沐文化之风，一定不虚此行。

链接

重姐大赛再创辉煌

去年，铜梁与重姐品牌合作重姐超级
大赛，是双剑合璧，也是意犹未尽，为今年
再度联姻埋下伏笔。

今年的“原乡风情 大美铜梁”2019中
国·重庆小姐大赛由铜梁区人民政府、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铜梁区文旅委、重报都
市传媒集团、重庆玄天湖旅游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承办，新女报时尚传媒集团、重报集
团旅游发展中心、润城博旅整合营销机构
执行，重庆日报、上游新闻、重庆晨报、重庆
晚报、重庆商报、新女报、华龙网、大渝网、
周末去哪儿、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今日
头条、新浪、网易、搜狐、重庆卫视、重庆交
通广播、爱奇艺等主流媒体全方位聚焦，铜
梁龙，美人凤，重姐十年再创辉煌！

大赛自4月18日启动以来，“原乡风
情 大美铜梁”2019中国·重庆小姐大赛经
过校园推广、海选、复赛、端午抖音秀再掀文
旅融合高潮，尤其是解放碑的复赛邀请了人
气歌手“校长”张驰助阵，250万人通过上游
直播和花椒直播同时关注这一盛事，“西部
第一选美赛事”名不虚传。端午期间，2018
年重庆小姐大赛冠军骆虹宇率本届重姐30
强选手深入铜梁腹地，在安居古城、玄天湖、
巴岳文津街、荷和原乡文创街等热门景点留
下了美丽倩影，体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学

习匠人和大师的情怀，并录制精彩抖音秀，
吸引了40万花椒网友的目光。

首届重姐冠军亮相

6月23日晚，铜梁龙城天街水泄不通，
评委阵容强大，有2009年首届重庆小姐大
赛冠军李欣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铜梁
区文联兼职副主席秦启江，新女报时尚传
媒集团董事长、大赛组委会执行主席李友
凡，重庆电影集团独立制片人、电影《幸福
马上来》制片人周莉芳，中国超模邓天龙率
先亮相。尤其李欣窈的出现引起极大关
注：2009年，重庆小姐大赛横空出世，开启
了一个美的时代！而这些辉煌，从她开
始。她的回归，是美的传承，也是两个时代
重姐的激情碰撞！

30位参赛美女奋力一战，争夺16张决
赛入场券。选手们超水平发挥，在泳装秀、
才艺秀、晚装秀三大竞争环节表现精彩，美
得各有气场。让李欣窈难掩惊喜：“时隔十
年，我非常高兴从你们身上看到重庆小姐
大赛的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半决赛现场，主持人

还兼职考官“刁难”观众，但铜梁市民充分发
挥主场优势，自信上台作答：西南地区最大
的集荷花观赏、种植、科研于一体的湿地公
园是荷和原乡；巴岳山森林覆盖率超过
90%，负氧离子浓度极高，可增强人体免疫
力；铜梁龙被世人称为中华第一龙，曾于国
庆35周年和50周年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两度
起舞祝福祖国……竞答成功的观众，抱走了
由铜梁文旅委提供的原乡小艾艾灸棒、安居
翰林酥和麻花，秦老幺泡椒凤爪，贵州国坛
酒业提供的酱香型美酒等精美互动奖品。

16名选手晋身总决赛

据悉，今年重姐大赛一大亮点是选手
的抖音秀将作为比赛评分标准之一，从粉
丝数、传播效果等方面综合考核。最终，结
合现场得分情况，张圆媛、谭若依、蒋欣颖
等16名选手晋身总决赛。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7月铜梁玄
天湖总决赛，群美逐鹿，谁将飞上枝头问鼎
桂冠，抱走5万元现金奖励并成为中华龙乡
旅游形象大使？我们屏息以待！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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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9168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6月24日

基本号码
15 28 21 16 07 24 10

特别号码
25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9072期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907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2 04 06 09 18+07 1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16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0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16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0 3 2 9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6月24日

▲16强合影 ▲半决赛第一名张圆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