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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广东体彩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19268

期

10

月

9

日开奖）

348779850.8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2月9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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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268

期

10

月

9

日开奖）

13418093.5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2月

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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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

（第

191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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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21�18�01�32�28�05�12

2576114778.47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2月9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奖级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6

0

105

22

177

637

13838

24186

28249

680842

7249037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498979

399183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60000000

0

52392795

8782026

1770000

1911000

4151400

4837200

2824900

10212630

36245185

18312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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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言）

10月7日，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 恰逢我国尊老敬老的传统节

日重阳节， 中国体育彩票2019全国重阳

登高健身大会中心主会场活动全国30多

个会场联动举行， 数十万群众通过登高

远望与祖国同乐，为祖国庆生。

全国30余会场联动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

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中国老年人体

育协会主办，成都市体育局、蒲江县人民

政府承办， 作为全民健身活动的长期支

持者， 中国体育彩票也同样为本次活动

给予助力。

中国体育彩票已连续4年支持举办

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会。 本届大会活动

以“健康中国、与国同梦”为主题，中心

主会场设在成都市蒲江县，北京、河南、

新疆、内蒙古、海南、广西等30多个分会

场同时联动，几十万群众遥相呼应。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主会场除了设

置徒步登高路线外， 还增设了趣味十足

的射门、迷宫、翻越斜坡等闯关竞赛形式

的体彩花样跑路线，吸引了老、中、青、少

各个年龄段一万多名健身爱好者积极参

加。 漫山遍野，男女老少，脸上贴着红艳

艳的贴纸，手摇红彤彤的小红旗，在《我

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的伴奏下，彼此鼓励

祝福，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体育冠军现场助阵

“我是中国人，我骄傲！ ”成都市老年

体育协会骑游俱乐部新津五津队68岁

的队长赵文全激动地说：“祖国这70年

的变化太大了。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

我亲眼见证了祖国从贫穷落后到崛起

腾飞的不平凡历程。 我们要好好锻炼身

体，好好生活，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多享受享受这繁荣盛世。 ”

本次活动主会场邀请了25位“体彩

追梦人”中的曾伟、何晓兵两位前来担

当领走嘉宾。 看着人们饱满的生命活力

与源自心底的欢快，曾伟、何晓兵感慨

最多的就是：“我是体彩人，我自豪。 ”

游泳奥运冠军钱红、 田径110米栏

世界冠军史冬鹏、 攀岩世界冠军何翠

莲三位体育明星， 亲临活动主会场现

场助阵。 作为体育人， 他们深知我国

训练场馆的建设与维护、 训练经费与

体育赛事资金主要来源于体彩公益金，

知道体育运动员身后是体彩公益金在

做强大后盾， 因此， 很感激体彩， 表

示能来参加体彩支持的登高健身活动

非常荣幸， 称赞这样的活动可以增强

人们的健身意识， 帮助人们积极向上，

从而提升幸福感。

在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推进过程中

出现的留守儿童问题， 一直是全社会关

注的热点、痛点与难点。

由全国妇联与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

会共同推出的“儿童快乐家园” 公益项

目， 在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从

2016-2021 年， 每年将获得 1500 万元，

用于开展农村留守儿童的帮扶关爱工

作。 截至 2018年底，得益于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和其他社会资金的支持， 该项

目已在全国 31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捐建 1065个“儿童快乐家园”，

共投入 1.065亿元。

满足诉求聚焦重点地区

根据民政部 2018 年的一次摸底排

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不满 16周岁的留

守儿童有 697万人， 普遍存在家庭教育

缺失、情感孤独、生活失助、心理问题突

出等问题。

据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儿童快乐家园” 项目充分考虑地

区间发展差异和人口状况， 选点上向脱

贫攻坚的重点扶贫地区以及留守儿童聚

集区倾斜。据统计，2017年已落实的 153

个项目点，就分布在了甘肃、福建、贵州、

重庆等 12个省市的贫困地区。这些地区

均是劳动力流出地， 因为青年父母外出

打工，农村留守儿童较为集中。

而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途径，

则主要聚焦其家庭教育、亲情关怀、身心

发展和娱乐活动等方面的需求。 如根据

0-16 岁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选择相应

玩具、图书和文体用品，以及针对儿童娱

乐场所建设相应的基础配套功能。 与此

同时， 该项目还积极配备电脑等通信设

备， 定期组织儿童通过亲子热线和亲子

视频与外地父母沟通， 提供便捷的亲情

联系渠道。 在建立起面向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服务有效模式的同时， 也打造了安

全活动场所。

形式多元突出关爱特色

一份针对“儿童快乐家园”的第三方

评估中显示， 许多留守儿童存在着族别

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情况。因此，结合

当地民族文化与风俗开展丰富多彩的关

爱服务，也是“儿童快乐家园”的重要内

容。

在位于宁夏银川金凤区的一家“儿

童快乐家园” 中， 工作人员就通过制定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活动计划，开

展起“精彩童年，五色服务”系列活动，包

括“红色之路”爱国教育、“橙色之法”法

治讲座、“黄色之旅” 志愿服务、“绿色之

风”户外采风以及“蓝色之宝”书画活动

等多元的文体娱乐形式。

而甘肃省则通过动员妇联干部和志

愿者做“爱心妈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

学习、生活、安全等方面提供帮助。 魏思

婷

（化名）

和魏思涵

（化名）

是就读于甘肃

省白银市黄峤镇双铺中学的两姐妹，因

为失去双亲， 仅能依靠爷爷奶奶微薄的

低保勉强度日。 村子里“儿童快乐家园”

的出现， 不仅为她们提供了一个读书游

戏的场所，还带来了“爱心妈妈”的团队。

“妈妈们”在辅导姐妹俩学习之余，也和

她们谈心。 两姐妹表示，有了“儿童快乐

家园”之后，她们也终于有了“妈妈”。

多方参与提升服务水平

与此同时，“儿童快乐家园” 的建设

和发展也注重集合当地政府、 妇联以及

公众等社会力量，协同合作，针对儿童教

育沟通、情绪管理和项目运营，进一步提

升专业人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以河北省为例，为了给“儿童快乐家

园”做好专业支持，省妇联组建儿童活动

阵地工作的专家智库， 研发针对该项目

的参考丛书并印刷发放到各地， 为各级

“儿童快乐家园”开展服务活动提供指导

和参考。据了解，丛书共计 10册，包括管

理指导手册、宣传指导手册、亲子主题活

动手册

（分

0-3

岁、

3-6

岁两册）

、儿童社

会实践指导手册

（

6-12

岁组）

、儿童心理

成长援助手册

（

12-18

岁组）

、特殊儿童

家庭关爱手册、 亲子阅读课程指导手册

（分

0-6

岁、

6-12

岁两册）

、 社区家庭支

持服务活动案例集等。

据悉，此套丛书详细具体，每册围

绕相关主题，重点阐述儿童身心发育特

点以及活动指导的要点、 原则和技巧，

并配合经典活动具体开展方案，为“儿

童快乐家园”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供

了可操作性极强的课程模板，帮助其系

统、专业地开展活动。

聚焦留守儿童，绽放公益光芒。 多

年来，中国体育彩票责无旁贷地肩负着

心系教育、关注民生的社会责任，通过

“儿童快乐家园” 优化儿童成长环境和

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让农村留守儿童在蓝天下快乐健康成

长。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言

体彩公益金保驾护航

数十万群众重阳乐登高

彩票公益金聚焦留守儿童

“儿童快乐家园”构筑关爱服务体系

体彩助力全国

重 阳 登 高 健 身 大

会。

国家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