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3日，在罗马游泳世锦赛的男

子3米板预赛中出现搞笑一幕，德国名

将罗森博格在第四轮跳307C时不慎

失误，从跳板滑落，这一跳导致他次轮

零分直接出局。罗森博格是2008年北

京奥运会男双3米板的第六名。■罗永

□罗马戏水

新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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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刮乐赈灾彩票一年筹集公益金3883万

去年汶川地震后， 经国家批准，从

2008年7月1日起到2010年12月31日

止， 中国福利彩票网点即开型和中福在

线即开型两种彩票作为筹集福彩赈灾公

益金的专项彩票， 筹集的公益金上缴中

央财政部分， 全额用于汶川地震灾后重

建；地方留成部分，也全部用于对口支援

灾区。

自刮刮乐赈灾彩票发行以来， 广大

彩民朋友向灾区送出的温暖和爱心通过

福利彩票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据统计，从

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7月1日，在我省

彩民朋友的大力支持下， 刮刮乐赈灾彩

票已为地震灾区筹集赈灾公益金3883.6

万元。

随着福彩“公益理念”的深入人心，

购买刮刮乐支援灾区成为许多新老彩民

朋友的共识。 而自今年4月福彩机构陆

续开展的赈灾彩票营销宣传月活动以

来， 我省各地的即开型彩票销量得到了

非常明显的提高， 公益金筹集金额也显

著增多，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彩民朋友奉

献爱心的热潮。许多人积极购买刮刮乐，

以实际行动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

其中不少人也收获了爱心的回赠。

福利彩票一直高举“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的大旗，在大灾重灾时开展赈

灾专项募集有一定的经验。1998年，曾

为华东地区的洪涝灾害发行了赈灾彩

票，在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全国共筹

集了15亿元公益金，全部用于了灾后重

建，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福利彩票作为

国家彩票， 以特有的方式在赈灾中尽了

一份力量。 在历次国家动员的大型赈灾

活动中，赈灾彩票几乎没有缺席过。

福利彩票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团结

各界热心社会福利事业的人士， 发扬社

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筹集社会福利资

金，兴办残疾人、老年人、孤儿等社会福

利事业和帮助有困难的人” 写进了福利

彩票的章程。 作为动员社会力量扶危济

困的有效方式， 福利彩票是将彩民的奉

献与关怀传递给灾区人民的渠道和桥

梁。

“点点滴滴见真情， 沙漠也能变绿

洲。”公益福彩，爱心赈灾，福利彩票与地

震灾区人民在一起，凝聚爱心，与灾区人

民共渡难关，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张越

楼云，1964 年出生于浙江

杭州，祖籍浙江诸暨，1977

年被选入国家体操集训

队。

在长达 16 年的体操

生涯中， 楼云夺得过 40

多个跳马冠军，其中包括

3 次世界冠军，不愧“跳马王”的美誉。

1989-1992 年国际体联评分规则中，

“团体或曲体或直体侧空翻两周加转

体 270 度” 的动作就是以楼云的名字

命名。

1982 年楼云获运动健将称号，

1985 年获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1984

年、1987 年他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

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7 年、1988 年

两次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1989 年

被评为新中国成立 40 年来杰出运动

员。 1983 和 1984 年两次被《世界体

操》杂志评选为世界优秀体操运动员。

（投票网址： http://sports.sina.com.cn/60ren 活动详情尽请留意新浪网、东方卫视）

刘子歌

女 ， 出 生 于

1989年 3月 31日，

辽宁本溪人。 北京奥

运会女子 200 米蝶

泳金牌获得者， 中国

游泳的希望之星。

2007年， 刘子

歌进入国家队， 在同

年的全国游泳锦标赛

和 2008年全国游泳

冠 军

赛上，

刘 子

歌 两

度夺得女子 200米蝶

泳金牌。

2008年 8月 14

日， 北京奥运会蝶泳

200米决赛中， 刘子

歌扮演黑马角色，以 2

分 04秒 18的成绩夺

得冠军， 并打破世界

纪录。 这也是北京奥

运会上， 中国水军仅

有的一枚金牌， 唯一

一一次打破世界纪

录。 刘子歌的名字，注

定成为北京奥运会的

一个传奇。

李 宁 ，

1963 年

出 生 于

广西 。 7

岁 开 始

练 习 体

操，17 岁进入国家体

操队，26 岁退役。

1981 年，李宁获

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男子自由体操、鞍马、

吊环三项冠军。 1982

年第六届世界杯体操

赛上， 他一人独得男

子全部 7 枚金牌中的

6 枚，创造了世界体操

史上的神话， 被誉为

“体操王子”。

1989 年退役后，

李宁加盟广东健力宝

集团，创立“李宁”体

育用品品牌。 1992 年

巴塞罗那奥运会，“李

宁牌” 被选为中国体

育代表团专用领奖装

备， 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李宁” 早已成为

中国体育用品的第一

品牌。

最新上市的这四款中福在线新

游戏，每一种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彩民朋友可在这些游戏中选择最适

合自己的一款， 享受中福在线带来

的幸运与欢乐。

“三江风光”，边观光边中奖

“三江风光”游戏以长江、黄河、

澜沧江自然风光及具有地区特色的

动植物、景观为主题，通过15个画面

的排列组合构成9种投注方式，既能

休闲娱乐、奉献爱心，又能饱览祖国

的大好风光、珍奇物种。

“三江风光” 游戏中的中奖图

案，选择了黄河、长江、澜沧江自然

风光及具有地区特色的动植物、景

观作为游戏主题，“三江风光” 游戏

根据游戏规则规定， 凡是在规定游

戏线中，获得相应数量的中奖图案，

即可中奖，简单好玩，单注最高奖金

9999元， 三等奖以下可参与入围奖

继续参与游戏。同时选择9条线进行

“三江风光”游戏投注时，一条线中

得5个“雪豹”，还有机会获得全国累

积奖，单注累积奖最高奖金可达5万

元。

“连环夺宝”，环环相扣赢宝藏

“连环夺宝” 游戏设置了投注、

游戏和中奖三个环节， 奖金返还率

65%。游戏过程共分为三关。根据所

得游戏点数，进入“龙珠探宝”，中得

相应奖金。 购票者可选择1~5注进

行投注， 单注投注金额最低0.1元，

最高2元。 投注金额以元为单位，每

投注1元可获得100个游戏点数进行

游戏。游戏环节共分为3关，每关图

案有普通图案（宝石）、过关图案（金

刚钻）两种。

游戏中， 每一关在游戏区域派

发相应数量图案。 若其中有过关图

案（金刚钻），过关图案消失，剩余图

案依次下移。 系统自动在游戏区域

空余位置补充图案。 在游戏区域内

有连续多个相同图案相邻（上下或

左右）时，计为一组相连图案。在每

一关中累积得到15个过关图案时，

相应边界区域完全打开， 进入下一

关。“连环夺宝” 游戏要想获得全国

累积奖，必须满足下列条件：购票者

在游戏中一次使用100点及以上，且

第一关中出16个及以上相连普通图

案， 或第二关中出20个及以上相连

普通图案， 或第三关中出24个及以

上相连普通图案。

每注累积奖封顶5万元人民币。

若购票者中得单注3000元及以上的

累积奖， 可在完成本场游戏后至柜

台兑奖。一次多组进行游戏时，若符

合累积奖条件， 则各组平分累积奖

奖池资金。

“好运射击”，射击场上命中奖金

“好运射击”游戏以手枪射击为

原型，每局5枪。“趣味高尔夫”和“连

环夺宝” 分别以运动高尔夫和宝石

组合为题，引入“局”的概念，玩家先

抢“点”再中奖，抢“点”越多中奖也

越大。

“好运射击” 游戏以手枪射击运

动为基础，每射击5枪为一次投注，按

照5枪射击成绩的总和计为本次投注

总成绩， 若总成绩满足中奖规则，则

获得相应奖项。 单注金额最低为0.1

元，最高为2元，每次最多可投5注。

好运射击游戏分为“单发”与

“连发”两种模式。选择“单发”操作

模式时，每按1次确认键向靶盘射击

1枪， 按5次确认键完成1次投注。选

择“连发”操作模式时，按1次确认键

依次向靶盘射击5枪，完成1次投注。

一局游戏有5次连续射击机会，随机

给出子弹落点位置， 并因此获得相

应成绩。“好运射击” 游戏也设有全

国累积奖，单次投注金额（含奖投）

相当于1元及以上、中得一等奖则有

机会获得累积奖。

“趣味高尔夫”，轻松休闲中大奖

“趣味高尔夫”， 借用高尔夫运

动形式，表现方式新颖健康，清新运

动风格。设计投注、游戏、中奖三个

环节，奖金返还率65%。

购票者在击球前可选择1~5位

选手击球。 每位选手击球使用游戏

点数最低10点，最高200点。游戏点

数为零时， 购票者可追加投注获得

相应游戏点数继续游戏， 或退出游

戏。 在每个球洞附近设置15个奖励

区， 击球后若球落在奖励区即可获

得相应游戏点数。 若有球落在第10

奖励区，进入额外奖励游戏“杆杆好

运”。

游戏过程中，每次击球后，若有

球落入过关区， 即过关继续打下一

洞，若没有过关则再次击球，打完18

洞之后击球过程结束。“趣味高尔

夫”同样设有全国累积奖，购票者一

次选择5位选手击球时，若有球直接

进洞，即可获得当前时刻的累积奖。

若一次有多球入洞， 则按球入洞先

后顺序依次中得累积奖。 单注累积

奖封顶5万元人民币。若购票者中得

单注3000元及以上的累积奖， 可在

完成本场游戏后至柜台兑奖。

■据中彩网

中福在线送惊喜新游戏火热上市

为了进一步开辟福彩宣

传渠道， 更好满足彩民朋友

们的信息需求， 省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和湖南人民广播电

台乡村之声（中波AM900、

调 频 FM93.8\FM100.7）共

打造了一款属于彩民朋友自

己的广播节目《福彩90秒》，

已经于7月1日正式开播了。

节目内容主要宣传福彩

公益品牌、 播报福彩信息资

讯、 介绍彩民传奇故事及中

奖经历、 报道福彩中心各项

活动。每日分10个时段播出：

7：30�、8：00、10：30�、12：00、

16：30、17：30、18：30、19：30、

22：40。 每次播出的时间为

90秒， 欢迎彩民朋友们收

听。

《福彩90秒》每天10档

精彩无限

弗洛伦蒂诺开始了他一系列的

商业策划， 向各方广发友谊赛的邀

请。23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中国

福特宝公司提议，计划于今年12月

22日（当地时间下午3点、北京时间

晚上9点） 安排中国国足在伯纳乌

与皇马踢一场友谊赛。 福特宝公司

将向皇马支付各种费用总计35万

欧元， 而银河战舰将在这次友谊赛

中收益将近100万欧元。 不过随后

福特宝公司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

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比赛若最终敲定， 对金德队来

说是绝对“利好”。金德队汪强和刘

建业目前在国家队， 在上一场与巴

勒斯坦的比赛中， 刘建业受到了主

帅高洪波的高度赞扬， 而在伯纳乌

这样的足球乐园， 他们或将获得挑

战C·罗、 卡卡等世界巨星的机会。

■记者 刘涛

传12月国足伯纳乌战皇马

金德球员有望挑战C·罗

老马或辞去阿根廷主帅 北

京时间7月 23日， 据英国媒体报

道， 马拉多纳将辞去阿根廷主帅

的职务， 前往英超的朴茨茅斯俱

乐部，担任该俱乐部的全球大使，

负责引援工作。

大罗将出演电影 近日，“外

星人” 罗纳尔多已经与一家电影

公司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 在一

部反映巴勒斯坦难民生活的电影

中饰演一位和平使者。

7月24日（周五）

19:00��FC首尔VS曼联上海体育

7月25日（周六）

03:15��阿贾克斯VS马竞上海体育

□短信群发

7 月 22

日， 在重庆

力帆与安徽

九方队的教

学赛中，双

方爆发群殴

事件。

足球变拳击

在本次NBA球星中国行的行程

中，最初有长沙站的活动安排。但7月

23日， 当记者就此向匹克集团负责

人询问详细情况时，得到的却是一个

坏消息：长沙站已在行程中“出局”，

广大球迷也就此失去在长沙与穆大

叔、阿泰、基德等球星亲密接触的机

会。但大家可根据具体行程，有选择、

有计划地追星。

另外， 记者也获知一个好消息：

这次NBA球星中国行分两批进行，长

沙是第二批里的重要一站，届时，这次

没有来华的巴蒂尔很可能将出现在长

沙。 匹克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说：“巴

蒂尔会在8月底来中国，届时他应该会

去长沙。”至于具体时间与巴蒂尔是不

是一定来长沙， 该负责人表示还不便

透露。 ■记者蒋玉青实习生杨京

NBA球星来了一拨又一拨 穆大叔昨日北京正式退役

巴蒂尔

8

月底或来长沙

中国已成为NBA球星暑期的“集体休假圣地”，他们走马灯一

样在中国进行篮球布道活动，且都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23日下

午，在北京，“匹克NBA球星2009中国行”粉墨登场，阿泰斯特、穆

托姆博、基德、达内尔·杰克逊个个都是乐呵呵。25日，科比也将登

陆上海滩。接下来的8月初，火箭队“蝙蝠侠”巴蒂尔很有可能亮相

长沙。

“现在火箭队备受打击， 姚明受

伤不能参战，我本人也退休了。”今年

季后赛在与开拓者比赛中受伤后，穆

大叔虽然随后宣布退役，但他还是跟

代言品牌一起， 选择23日在北京举

行正式退役仪式。“在这里结束我的

篮球生涯我很荣幸。” 穆大叔说，“和

篮球说再见的时候， 我是昂着头的，

我并不悲伤。”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 穆大

叔、阿泰斯特、基德将兵分三路，在全

国各地的训练营里举行拜师仪式，招

收徒弟。有意思的是，在行程安排时，

穆托姆博和阿泰斯特指定非去四川

捐赠不可，结果，阿泰斯特还算尊敬

前辈，没使出球场上那股犟脾气去和

穆大叔争。

［惊喜］ 巴蒂尔8月来长？有可能

新播客

郭晶晶冲第二金

24日21:45�CCTV5直播

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郭晶晶/

吴敏霞）

贴图吧

星语录

“易建联与央视砸蛋女郎李

亚红已经分手了，现在是单身。”

———阿联经纪人透露

NBA球星中国淘金记

匹克球星中国行（7月23日-30日）

穆托姆博：

北京、重庆、成都、上海

阿泰斯特：

北京、沈阳、厦门、泉州、香港

基德：

北京、天津、广州、香港

萨沙·武贾西奇：

成都、泉州、厦门、北京

篮球风格会（7月11日-15日）

奥尼尔：北京、郑州、成都

戴维斯、卡尔德隆：

石家庄、长沙

球星访华（7月25日-26日）

科比：上海、成都

NBA大篷车（7月18日）

伊格达拉：北京

■记者 蒋玉青 实习生 杨京

［惊奇］

穆大叔北京退役，太“商感”

跳水变落水

后果是零分

这是跳板吗？我

还 以 为 是 滑 板

呢！（设计台词）

穆

大

叔

摇

手

指

是

N
B
A

的

经

典

画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