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6日晚，中国福利
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8147期开奖， 开出红球
号码：03、15、17、23、27、30，
蓝球号码11。本期头奖全国
开 出 11 注 ， 单 注 奖 金
6875712元， 湖南彩民喜中
其中1注一等奖， 幸运站点
是 宁 乡 市 金 洲 大 道
43016021站点。本期我省还
中得2注二等奖， 单注奖金
505706元， 由长沙浏阳市
43017005、 常 德 汉 寿 县
43068513站点中出。当期全
国销量3.7亿元， 计奖后，双
色球奖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
金额13.1亿元， 超级大奖值
得期待。

■杨强威 经济信息

宁乡彩民喜中
双色球大奖
687万元

本报12月16日讯 由美国哥
伦比亚影片公司、 美国漫威公司和
美国索尼动画影片公司联合出品的
超级英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
宙》将在12月21日登陆内地大银幕。
这部被众多影评人称为“年度最佳
动画”、“影史最佳超英电影”的优秀
作品已经在各大售票平台开启预
售，今日下午，该片在长沙开启提前
售票观影活动。

《蜘蛛侠：平行宇宙》讲述了普通
高中生迈尔斯·莫拉莱斯如何师从蜘
蛛侠彼得·帕克， 成长为新一代超级
英雄的故事。影片中迈尔斯和从其他
平行宇宙中穿越而来的彼得、女蜘蛛
侠格温、暗影蜘蛛侠等蜘蛛侠集结成
团， 六位蜘蛛侠首次同框大银幕，共
同对抗蜘蛛侠宇宙最强反派。

《蜘蛛侠：平行宇宙》在各大电
影节中已崭露头角。 目前该片已入
围第9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初
选名单。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程琳琳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 12月 16日 第 2018147期 开奖号码

红球: 30 03 27
下期奖池 ： 1319726677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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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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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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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月 15日
第 2018342期 开奖号码: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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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
0

1857

1040
346
173

1063920
0

32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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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6日

第 2018343期 开奖号码: 0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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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
0

1517

1040
346
173

913120
0

262441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本报12月16日讯 “如法
有言，如墨有语。”今日上午，湖
湘律师文化交流会暨首届“律
政杯” 书画创作展在长沙律政
大楼举行。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律师协
会主办、中奕律师事务所承办，
来自全省的近百名律师、 书画
大家和书画爱好者应邀参与。
在律师文化交流座谈会上，省
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唐之享亲临
现场题词。

活动邀请到了湖南省美术
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王金星，
长沙陈白一艺术研究所副所
长、 湖南省书画研究院著名画
家陈明大， 湖南师大艺术学院
教授、 湖南省直书协和省直美
协原副主席蔡德林， 湖南师大
美术系教授李儒光、 北京山水
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赵剑溪五
位国内权威书画大师莅临。

创作现场，五位大师合创一
幅潇湘之春张家界山水画，更是
将全场氛围推向了高潮，湖南省
司法厅原副厅长刘道龙为合创
作品现场题词。

“业之以法，律政为民。”在
中奕律师事务所主任易永锋的
带头下，律所的多名律师纷纷拿
起笔墨，通过书法、绘画等艺术

创作的形式表达对律法的敬畏。
易永锋介绍，此次活动充分

展现了新时代律师的风采，诠释
了律师的责任担当，传递了律师
的正能量。

本次活动也是我省律师文化
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省律
师行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建立
健全工青妇组织， 深化精神文明
创建，每年举办各类学习教育、专
业论坛、文体比赛等集体活动，教
育和引导广大律师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培育诚信、团结、专业、奉献
的职业精神，涵养湖湘律师文化。

据介绍，我省律师行业党建
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走在全省
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的前列，
涌现了金州、中奕律所等一批党
建、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刘道龙表示，律师肩负社会公平
与正义， 奋斗在服务经济发展、
参与社会治理、促进法治建设三
条战线上。同时，律师们也积极
参与文化活动，向社会展示自身
多元化的一面。 ■记者 张浩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
周年华诞，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2019年湖南将推出大
型交响音画《三湘四水》。12月
15日-16日，《三湘四水》 创作
组———著名湘籍词作家瞿琮及
湖南省音协主席邓东源等一行
10人，走进永州蓝山采风，在湘
江之源寻找湖湘文化的根。

原生态风光激发创作灵感

“何来百叠岭，蓝山县有九
十九岭，山高人为峰，舜帝本人
算一岭，岂不是百叠岭。” 瞿琮
在听取蓝山县文联主席李贵日
介绍蓝山县百叠岭名字时，忍
不住感慨。

瞿琮年过七旬， 去百叠岭
的路程并不容易，山路崎岖，加
之浓雾弥漫更加增加了上山下
山的难度， 但他却兴趣盎然，
“要创作出有湖湘韵味的作品，
必须去到实地感受。 喝湘江源
头水泡的茶， 赏湘江源头水灌
溉出的茶园， 真实地感受到先
祖舜帝看重并最终选定百叠岭
为终极之地的动人故事。”

在湘江源头野狗岭， 采风
团一行实地参观了湘江源景区
自然风光和蓝山国家森林公
园， 对湘江源独具特色的旅游
资源和底蕴厚重的历史文化赞
叹不已。动情之时，邓东源唱起
了瞿琮作词的《我爱你中国》。

采风团欣赏湘江源头的绿
水青山， 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让
大家心旷神怡， 众人把蓝山湘
江源头比作大自然没有开发的
“处女地”，在这里创作，能极大
地激发灵感。

要把“蓝山蓝”的美丽唱响

采风团还和当地有关部门
举行了座谈会，交流采风心得。座
谈会上，蓝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袁凤表示，希望可以将蓝山县
的瑶歌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
解蓝山美妙的民间音乐。邓东源
表示，这正与此次采风团的目标
相吻合，作为湖南本土的音乐人，
更要肩负起民族民间音乐的重
任。主创人员觉得，此次采风活动
为《三湘四水》的音乐创作积淀了
很多本土特色素材，回去后一定
把“蓝山蓝”的美丽看在眼里、印
藏心中、流于笔端，创作出高水平
的佳作，吸引更多的目光聚焦美
丽的湘江源头蓝山。

据了解，《三湘四水》 预计
2019年上半年完成并进行初
演， 作为湖南省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70周年华诞的献礼作品
之一。《三湘四水》将分为“湘、
资、沅、澧”和“潇湘、蒸湘、沅
湘”上下两大部分，将有16个作
品构成整部交响，完成对“湖湘
文化” 的艺术形象及精神内涵
的塑造。 ■记者 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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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交响音画《三湘四水》采风团走进永州蓝山

湘江源头绿水青山里，找到创作灵感

首届“律政杯”书画创作展长沙举行
大师挥毫，律师作画,如法有言传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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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日 是 双 色 球 第
2018145期开奖， 当期中出21
注单注奖金为559万余元的一
等奖， 其中有13注采用复式或
胆拖投注， 共同分享了最后的
1500万元派奖奖金， 每注派奖
115万余元。 我省彩民喜中2注
一等奖， 并且都幸运分得最后
一笔派奖奖金。至此，双色球10
亿元派奖活动圆满结束。

2018年双色球派奖一等奖
特别奖奖金总额4亿元已于第
2018145期全部派送完毕，六
等奖特别奖派奖奖金总额
617769870元已于第2018144
期全部派送完毕，2018年双色
球派奖活动全部结束。

过半彩民幸运获得加奖奖
金，享受到了派奖活动带来的实
惠。但也有部分中得头奖的彩民
与加奖奖金擦肩而过。 据统计，
10亿派奖期间除山西、 青海、吉
林、天津、广西、西藏、宁夏外，全
国其他省市均有一等奖特别奖

中出， 其中湖南12注名列第一，
山东9注第二，四川、广东、湖北7
注位居第三，其他20个省市区分
别中出1到6注不等。

派彩期间，我省彩民表现神
勇，斩获14注超值一等奖，其中
有12注一等奖成功分享到3483
万元双色球头奖派奖奖金。截至
双色球2018145期，今年我省彩
民已中得69注双色球500万元及
以上一等奖，其中有12位幸运彩
民中得1000万元及以上巨奖。

2018年双色球10亿元大
派奖完美落幕， 其间上演着一
个又一个的奇迹故事， 越来越
多的彩民选择双色球复式或胆
拖投注， 在公益与快乐中演绎
出双色球游戏的多重魅力。

■刘菲 经济信息

双色球10亿元大派奖完美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