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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 人 藏 品 ， 收 藏 界 升 值 黑 马 ★ 高 规 格 纪 念 ， 官 方 特 别 审 批 发 行

“天下为公”纪念金币 330元全国隆重首发

价值一:�伟人题材藏品一直全线飘红，而与孙中
山有关的藏品更是频拍天价！《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周年天下为公纪念金币》将创造下一个升值
神话！

该套纪念金币是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先
行者孙中山先生而特别发行。 纪念金币正面
为孙中山先生肖像，背面有“纪念 150 周年”
等字样。 使用了多种铸币技术，如综合运用
了精细的多层次喷砂工艺、 浮雕工艺等，层
次分明、错落有致；立体浮雕、亮哑面结合，

加上磨砂脉冲技术的使用，使整套藏品十分
精美、雅致、上档次！这是官方首次成套发行
重大历史题材纪念金币。 只要是首次发行总
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像这套首次以孙中山头
像发行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金币，将在市场
价值上创造新高！
价值二:�官方至高规格纪念，千载难逢的抄底收
藏契机！
价值三:�原上海印钞厂工艺美术师，第四套人民
币设计大师李斌重磅力作！

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长征“双币王” 330 元全国同步发行
■全套 2枚,�上海造币工艺,Au999黄金铸造 ■首次发行直径 50mm超大规格红色纪念题材！
■精准浮雕、细腻喷砂，堪称中国当代贵金属币精品！

收藏
公告

“天下为公纪念金币”统一收藏价:
收藏 330 元(含装帧费 30 元)

“长征胜利纪念金币”统一收藏价:
�330 元(含装帧费 30 元)

全国统一
收藏专线： 4008-378-658
全国统一专业配送，货到满意付款。 满 2套以上免邮费。

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

德甲第33轮拜仁客战弱旅

提前夺冠，拜仁冇问题？

为宣传推广湖南花鼓戏的经典剧目，
5月9日至13日，省花大舞台剧场将举行“湖
南花鼓戏经典剧目展演周”。据介绍，此次演
出的剧目以花鼓戏迷们喜爱的传统剧目为
主，不仅有省花鼓戏剧院经典剧目《刘海戏

金蟾》，也有新排移植剧目《连升三级》，以及
经典小戏《调叔》、《柜中缘》、《懒煮饭》、《送表
妹》、《打铁》、《补锅》，省花明星演员周回生、
谢晓君、李左、邢险峰、龙兰香、叶红、黄涓
涓、李鸣、宋谷将粉墨登台。 ■记者 袁欣

花鼓戏的狂欢，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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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距离5
月8日发现长沙暨挑战
21天一起“莱”跑吧活
动启动只剩下2天时
间，报名参赛的选手们
准备得怎么样了呢？

谭维是报名最早
的一批选手，“报名的
这一个多星期以来，
我一天都没有闲着，
晚上如果不下雨，我
就会坐地铁到橘子洲
去，固定的走上两圈，
一是为了熟悉地形，
二是拉一下体能，争
取能在比赛当天取得
好一点的成绩。”

王珊是被妈妈拉
着一起报的名。“我每
天上班， 几乎都没有
时间锻炼， 倒是我妈
妈， 几乎天天都跟朋
友去爬岳麓山。” 王珊
说：“妈妈说母亲节不
要我送她什么礼物，
就希望我多参加运
动，身体能健康。”

母亲节当日，跑
友们将于上午9点从
橘子洲的百米高喷广
场起点处往北跑到毛
泽东艺术头像，再回到
终点诗词碑。每位挑战
选手只要打开手机蓝
牙和微信，分别至四个
打卡点摇一摇，便能在
线上完成打卡。女子组
前10名以及男子组前
10名选手将获得由康
宝莱提供的健康礼包
一份。
■记者 叶竹 潘梁平

一起“莱”跑
倒计时2天
上班族王珊：
跑出健康送妈妈

随着拜仁和曼城在欧冠半决赛中分别
被马德里竞技与皇家马德里淘汰， 三年之
内， 欧冠决赛将第二次上演马德里同城德
比。对拜仁而言，欧冠失意，还好德甲排在
第一。领先多特蒙德5分，还剩2轮的拜仁只
需要1个积分就能锁定德甲冠军。北京时间
5月7日21时30分， 拜仁将在德甲第33轮比
赛中客场对阵因戈尔施塔特。

中超赛场上， 广州恒大将面临目前排
积分榜第2的江苏苏宁重心回转联赛压力，
5月8日19时35分，中超第8轮广州恒大将客
战杭州绿城。

拜仁不败即夺冠

德甲第32轮后， 拜仁的夺冠前提是第
33轮“不败即夺冠”，那么拜仁提前1轮夺冠
的条件又是什么？目前拜仁积82分、多特蒙
德积77分， 拜仁在榜首两强的胜负关系中
占优。那么，拜仁只要下轮在因戈尔施塔特
身上拿到1分，无论多特与法兰克福比赛结
果如何，拜仁都将提前1轮夺冠。假设拜仁

客场负于因戈尔施塔特， 只要多特蒙德无
法赢下法兰克福， 两队的分差至少4分，拜
仁也将提前1轮夺冠。

即使第33轮拜仁输球、多特赢球，两队
分差缩小至2分。收官战拜仁主战已经降级
的汉诺威96，同样仍是战平即锁定冠军，无
需看多特脸色。

恒大要保头名

目前， 中超积分第一的广州恒大与第
二的江苏苏宁仅1分差距。自恒大于2011赛
季升入中超以来， 联赛中10次对阵绿城均
取得胜利。当然，在2014赛季两次交锋打出
8∶1的总比分后， 恒大上赛季主客场均是以
1∶0的比分小胜绿城， 似乎也表明战胜绿城
的难度在提升。

对于绿城来说，近4轮1平3负的结果也
说明这场比赛极有难度。 本赛季绿城虽给
出过战胜鲁能的亮色， 但7轮积7分列第11
位的现实情况很有压力。8日晚面对恒大，
绿城胜出的可能性并不大。 ■记者 叶竹

连连看

2016年， 是湖南百
公里的第十个年头 。5
日，记者获悉，湖南百公
里的新篇章“孝行岳阳，
友爱天下”2016年首届
岳阳百公里·张谷英孝
友行大型公益徒步活动
将于5月21日至22日拔
营出发。 本次活动起点

为岳阳县张谷英村，终
点设岳阳市圣安寺。

活动由中共岳阳县
委、 岳阳县人民政府联
合华声在线共同创办，
报名已于5日开始，持续
到5月15日，活动限制报
名人数为2000人， 报满
为止。 ■记者 叶竹

首届岳阳百公里将举行

今年， 网剧市场大
热， 引领一波波话题。5
日，记者得知，芒果TV自
制的现代武侠剧《终极游
侠》首播成绩亮眼，仅会
员可看的限制下，单集播
放量也已破千万。

罗云熙饰演的少年
游侠剧恒意外穿越到现
代社会， 被打工少女艾

丽丝捡回家， 又是帮忙
梳洗， 又是给额头贴创
可贴。 看似被传统礼法
约束的剧恒， 被艾丽丝
不经意的关心给打动，
想着要报答她。 剧恒和
艾丽丝被网友封为“四
季夫妇”，认为春夏秋冬
的美好都能感受得到。

■记者 袁欣

《终极游侠》播放破千万

一个是风流倜傥、
恃才傲物的周瑜，一个是
秀外慧中、胆识过人的小
乔。 能统帅兵团火烧赤
壁、赢得江山的周瑜会施
展怎样的“三十六计”抱
得美人归呢?5月8日，由
安徽省演出总公司带来
的大型多媒体歌舞剧《三

国志·江山美人》 将在湖
南大剧院上演。

《三国志·江山美
人》 以三国时期的历史
文化为背景， 讲述了吴
国都督周瑜在桃花源中
邂逅世宦之女小乔，展
开一段乱世的爱情故
事。 ■记者 袁欣

周末去赏《江山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