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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6日讯 15日晚， 湖南
卫视2017《歌手》 歌王之战重磅上
演，面对激烈的竞争，天才少年迪玛
希请来了电子唱作人尚雯婕为帮帮
唱嘉宾，特邀天籁童声长沙市小荷尖
角艺术合唱团伴唱， 向偶像迈克尔·
杰克逊经典致敬，演唱了《A�Trib-
ute�to�MJ》，竞演现场，迪玛希一身
黑色西装帅气亮相，迪玛希、小荷尖
角艺术合唱团完美的配合为节目加
分添彩， 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小
朋友们超高的颜值，纯粹如天籁般的

歌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节目一播
出，合唱团可爱的孩子们瞬间成为了
大家关注的焦点。

小荷尖角合唱团收到歌手邀请
后，组织挑选了8名小朋友，他们来
自长沙市各个小学，其中，有中英、中
德混血儿。小荷尖角艺术合唱团团长
杨水怡介绍，“虽然舞台上只有短短
两分钟，但孩子们在湖南卫视彩排就
花了近30个小时， 也让孩子们知道
了光鲜舞台背后的不容易。”

■记者 吴岱霞

本报4月16日讯 近日，“2017快
乐男声” 长沙唱区10强晋级赛录制
完毕，20位选手为争夺进入全国赛
阶段的10个名额展开激烈厮杀。

本场晋级赛由主持人马可和音
乐人黑楠担任乐评人，但他们并没有
投票权，只能给予选手直接建议和点
评。 选手最终去留依然由200名少女
组成的“挑食少女团”决定。

根据赛制， 长沙唱区10强晋级
赛分两轮进行。首轮比拼中，20位选

手通过抽签分为四组演唱，由“挑食
少女团”依次投票，每组得票最低的
选手直接淘汰，其余16名选手待定。
第二轮比赛中，16名待定选手分别
演唱自定曲目，票数最多的前9位选
手直接晋级；剩余7名待定选手每人
清唱30秒后，“挑食少女团” 从中选
出最后一位10强选手。

据悉，“快男”长沙唱区10强晋级
赛将于4月26日在芒果TV、 优酷双
平台上线播出。 ■记者 袁欣

本报4月16日讯 以“一片冰心
在玉壶，万众乐跑聚洪江”为口号，今
日，2017洪江黔阳古城国际半程马
拉松在洪江市黔城镇世纪广场鸣枪
开跑， 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
名跑友齐聚洪江市黔阳古城 ， 尽享
马拉松运动带来的快乐。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洪江
市人民政府主办，洪江市文体旅游广
电新闻出版局承办。

活动现场， 湖南省体育局副局
长熊倪为赛事宣布鸣枪起跑。 从洪

江市黔城镇世纪广场出发， 途经美
丽的相思湖公园、雄伟的黔城大桥，
并沿风景秀美的沅江两岸一路奔跑
至黔阳古城老街， 最终返回到世纪
广场。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
肯尼亚的Ezekiel�Kiprop�Koech和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Selam�Abere�
alebachew分别摘得半程马拉松赛
男女冠军，比赛成绩分别为1小时05
分和1小时18分25秒。

■记者 叶竹
通讯员 刘辉霞 李欣童

八千人聚跑洪江国际半程马拉松
“体育+旅游”推动城市发展

快男长沙唱区决出10强

近日，财政部官网公布今
年中央财政预算 。 其中 ，
《2017年中央本级政府性基
金支出预算表》 第9项显示，
今年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
466.29亿元，比上一年执行数
增长30%。

数据显示，去年中央彩票
公益金的执行数是356.60亿
元， 今年预算数是466.29亿
元，比上一年度增加109.69亿
元，增长30.75%。

之所以今年比去年的
执行数增长30%以上，是因

为去年全国彩票销量比上
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除
了按彩票销售比例提取外，
逾期未兑奖的弃奖奖金也
进入彩票公益金。

今年中央彩票公益金用
途包括10个项目， 其中用于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数
额最多，达318.24亿元。另外，
用于体育事业7.24亿元、用于
教育事业19.70亿元、 用于红
十字事业4.51亿元、用于残疾
人事业2.15亿元、用于城乡医
疗救助3.00亿元、用于其他社
会公益事业103.72亿元等。10
项用途中，有7项预算数多于
去年的执行数，其中增长最多
的是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的公益金，增长78%。

和上年相比，今年用于残

疾人事业、红十字事业、法律
援助项目的公益金都有10%
左右的增长；用于补充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的公益金，比上年
有小幅增长；用于城乡医疗救

助的公益金与上年持平；用于
教育事业、文化事业的公益金
有小幅降低；用于社会福利的
公益金减少过半。

■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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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主张“尽情
自在”、 时尚生活的肯
德基和2017秋冬上海
时装周中四名年轻新
锐的设计师大胆玩跨
界合作， 上演了四场
精彩大秀。 在KFC×
RICO�LEE的大秀中，
肯德基品牌代言人女
排姑娘张常宁与魏秋
月更是以大气、 酷炫
的时尚造型压轴亮
相， 完成了二人的时
尚跨界首秀， 被网友
们惊喜地称为“最美
中国女排”。

据了解， 四场时
装秀风格迥异， 有狂
野不羁风、 更有运动
科技范， 但敏锐的时
尚人士都会捕捉到一
个 亮 眼 的 元 素———
KFC现磨咖啡，被设计
师们自然地融入到最
新一季时髦单品中，
成为点睛之笔， 同时
也是肯德基鼓励和帮
助新锐设计师的历史
性跨越。

设 计 师 Rico�
Lee、 任茜、YIRAN-
TIAN、Deepmoss 作
为本届时装周上的强
势主力军，被独具慧眼
的肯德基挑中，创意和
脑洞在秀场内外肆意
飞扬，每块布料的剪裁

和每处色彩的搭配都
做到了极致用心，标志
性的“肯德基红”耀眼
绽放，“嗨科技、 玩狂
野、秀个性、显艺术”每
场大秀都有着各自核
心的侧重点，个性主张
一触即发。

作为此次肯德基
和上海时装周设计师
玩跨界的闭幕大秀，
设计师Rico�Lee对高
科技材料的独特敏锐
让肯德基代言人中国
女排中高颜值代表张
常宁和魏秋月发挥得
淋漓尽致。Deepmoss
则以宇宙为灵感，结
合时尚， 推出透明
PVC为主材质， 以肯
德基现磨咖啡豆为原
型cos出了星际银色
咖啡豆， 让两者相互
结合。

此次肯德基的跨
界，将“尽情自在”贯彻
到底， 和年轻人一起
充分互动， 发掘出更
多的创新活力。 肯德
基用一个元素将年轻
设计师们对青春、对
活力、对都市、对生活
的各种态度尽情释
放，让“单纯一杯好咖
啡” 跳脱大众传统的
“美食”印象，变身为时
尚符号。 ■记者 朱蓉

肯德基：一杯咖啡玩转时尚之旅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 4月 16日 第 2017043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8 13 23
奖池累计金额 ： 669647148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16 27 31 蓝球: 08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170
2115
88875

1490766

13049092

1
70

3153
55474

506303

0
98055
3000
200
10

5

833388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4月 15日

第 2017098期 开奖号码: 4 0 7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362
0

368

1040
346
173

376480
0

63664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4月 16日

第 2017099期 开奖号码: 0 4 6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1012
0

1038

1040
346
173

1052480
0

179574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今年预计支出彩票公益金466亿元
———财政部公布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彩票公益金比去年增长30%

小荷尖角合唱团伴唱，迪玛希获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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