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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 隆回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来到隆回一中,为该校 427 名贫困

学生发放彩票公益助学金 42.7万元。

据悉,该县此次共发放 2010-2011 学年

中央彩票公益助学金 140 万，1400 名贫困

高中生每人受助 1000元。 从 2007年开始，

中央财政下拔彩票公益金专用于资助中西

部地区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

学业，4 年来， 隆回县共资助贫困高中生

5192人，发放资金 519.2万元。

彩票公益金项目优先资助以下几类学

生：孤残学生、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学生、少

数民族学生、 烈士子女与单亲家庭经济特

别困难学生、农村绝对贫困家庭学生、享受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和因突发

事件导致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农村计

划生育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学生。 凡符

合上述要求的普高 1-3 年级在校学生均可

自愿书面申请，经村、乡镇、学校审核后报

教育局资助中心。 并规定资助金下拨到学

校后， 学校必须按照每人每期 500 元的标

准，在 5个工作日内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

根据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网站公布的

《彩票公益金资助名单》显示，我省 2007 年

有 22657 位学子得到资助，2008 年有 23013

位学子得到资助，2009年有 44305位学子得

到资助，2010年有 39576位学子得到资助。

■通讯员 蒋晓琴

湖南体彩心系教育事业

140万公益金助贫困学子

本报 4 月 20 日讯 从 4 月 23 日起，因

地震暂停一个多月的日职联赛（J 联赛）和

日乙联赛（J2 联赛）将重新开赛，竞彩也将

如期开售这些赛事。

在 3 月的日本大地震中，鹿岛鹿角、仙

台维加泰和日乙水户蜀葵三支球队的主场

被毁， 本赛季剩余主场比赛将被安排至中

立场地完成。尽管遭受了地震的重创，但日

本的灾后恢复能力超强，J联赛也不会一直

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 很快将一切恢复如

常。 此外，为节约用电，本赛季 J 联赛剩余

比赛将全部安排在下午时段进行， 这对国

内彩民倒比较有利。

据悉，经过多年联赛锻炼，日本联赛中

的数支球队已经确立了强队地位。其中大阪

钢巴、名古屋鲸八、鹿岛鹿角等队已经连续

数年稳定在积分榜的前几位，这些球队在一

个赛季 34场比赛中最多只会输 6场左右的

比赛，且输球大部分都是在客场，这些球队

的主场成绩非常稳定，一赛季保持主场不败

的希望很大。 因此在足彩竞猜中，这些球队

主场作战大可做彩民的稳胆之选。

日本联赛大量引进外籍球员， 由以巴

西球员为主， 而拥有这些外援的球队也都

是积分榜上靠前的队伍。 彩民以往都非常

关心伤停情况，而对于日本联赛，伤停的问

题特别是外援的伤停更加值得关注。

■记者 侯小娟

日职联赛、日乙联赛

本周六起重新开赛

近期我省顶呱刮即开型体育彩票可以

说热得发烫，10万和 25万元的头奖不断喜

出，加上 NBA 主题套票的上市及其“劲爆

奖上奖”活动的火热进行，彩民朋友们享受

到了“顶呱刮”带来的无限乐趣和惊喜。

25万！ 我省中出 NBA主题票首个头奖

4月 14日，顶呱刮 NBA主题即开型体

育彩票上市不到 10天，10元票种就爆出首

个 25 万一等奖，被长沙市远大一路 178 号

02003体彩投注站一位幸运小伙摘得。据了

解，由于喜欢 NBA 篮球联赛，小伙子立即

被投注站内展示的 NBA 主题票种吸引了，

在老板的介绍下购买的几张， 结果中了不

少小奖，连刮连中，最后换了三张票，没想

到第一张便刮出了 25万头奖。

对于喜中湖南省第一注NBA主题票头

奖，大奖得主表示非常幸运：“这个大奖来得

太及时了，结婚的事情不愁了，之前贷款买

了房子，正愁搞装修的费用呢，这下连婚宴

都能办得轻松了。 ”原来，这位“85后”小青

年正面临着同龄人普遍面对的压力， 中了

NBA主题票 25万大奖，可以舒口气了。

25万！ 岳阳彩民再度喜中“十倍幸运”头奖

4月 15日， 岳阳市云溪区岳化书店旁

05062体彩投注站传来一阵欢呼声，一位女

性朋友刮出“十倍幸运”25万头奖，这是继 3

月底中得“幸运小精灵”25万头奖之后，岳

阳彩民再度发力夺得的顶呱刮头奖。

据了解，大奖得主酷爱顶呱刮即开型体

育彩票，当日，她如往常一样买了几张顶呱

刮 2元票种，没有中奖。她又拿出 10元抽出

一张“十倍幸运”，游戏四里出现了中奖号码

“75”， 她眼前一亮， 赶紧刮开右边的奖金，

“25000”字样赫然出现。喜中头奖后，她立即

打电话给家人，一同分享这份幸运和喜悦。

■通讯员 蒋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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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11046期推荐（7+3复式）：05、10、16、19、22、27、28+02、04、11

排列三第 11104期推荐（5码复式组选）：1、3、4、6、8（仅供参考）

体彩大乐透今年出 46注头奖 奖池或超 4亿

今年 44期开奖中，超级大乐透诞生了 46注头奖，其中 18注进行了追加，千万巨奖达 11注之多。 4月 18日晚，在万众瞩目中，大乐透第 11044期开奖，然而一等奖又一次空开，奖池再次

创造新高，达到 3.71亿元，直逼 4亿大关，第 20次刷新了奖池纪录。 让彩民不禁猜测：在即将到来的 2011年 5月 28日，超级大乐透在全国上市四周年之际，是否会和来自全国的大乐透彩友

们一同分享众望所归的生日大礼———亿元大奖。

顶呱刮“热得发烫” 大奖惊喜不断

中国赈灾彩票筹资近百亿

2009 年公布施行的《彩票管理条例》，

给中国彩票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彩票是

指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 促进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法销售，自然人

自愿购买， 并按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

的凭证。 ”这里所提的社会公益包括体育、

福利、 社会保障、 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建

设、红十字事业、残疾人事业、城市和农村

医疗救助等诸多方面， 救灾同样也是其重

要的使用方向。

中国首次尝试大规模发行赈灾彩票，

是在 1998 年特大洪灾后，国务院经过研究

决定发行“抗洪赈灾彩票”，全国销售额达

50 亿元，筹集 15 亿元公益金，全部用于开

展灾后重建工作。

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就紧急

调拨红十字会 4000 万元彩票公益金，国家

体彩中心捐款 600万元。

汶川地震后， 国家虽未发行专门的赈

灾彩票， 但是经国务院批准， 从 2008 年 7

月 1日到 2010年 12月 31日止， 将中央集

中的即开型彩票公益金全部用于灾区恢复

重建。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即开型体育彩

票“顶呱刮”筹集资金多达 38.3亿元。同时，

抗震救灾也“登上了”彩票，国家体彩中心

就发行了“大爱无疆”、“心手相连”等主题

彩票，支持灾区重建。

2010 年初， 我国西南地区遭遇特大旱

灾，国家体彩中心迅速捐款 200 万元，用于

帮助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抗击旱灾，云南

省体彩中心则向本省捐款 100 万元作为抗

旱资金。 同年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泥

石流发生后， 当地体彩发行机构也先后发

起了“为灾区筹集百万元公益金”活动，得

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通讯员 蒋晓琴

排列三派奖火热 大奖连连击中

本报 4 月 20 日讯 目前， 排列三 320

万大派奖活动依然火热进行中， 直选奖单

注提升至 1040元， 组三奖单注提升至 333

元，组六奖单注提升至 166 元，直至 320 万

奖金派完为止。

据多家投注站的业主反映，排列三 320

万元大派奖自开启以来， 受到了广大彩民

朋友的青睐， 也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中奖

狂潮。

据了解，4月 9日长沙浏阳市 02073体

彩投注站喜中排列三 109注直选，中奖总额

113360元；当日，娄底涟源市 13097 体彩投

注站中出 110注直选，总额 114400元。

在随后的几天里， 排列三也是中奖不

断。 据悉，4 月 10 日，常德汉寿县 04220 体

彩投注站中出排列三 102注；4 月 14 日，怀

化鹤城区 32044 体彩投注站中 108 注；4 月

16日，浏阳 41358 体彩投注站中出 176 注；

4月 18日， 长沙市雨花区 02158 体彩投注

站中出 80注。

“最近中奖的比较多，加上派奖活动还

在进行中， 我投注的倍数都比以前多了一

些。 ”排列三的铁杆粉丝小毛说。

■记者 侯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