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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广东体彩

官微

广东体彩

网点申请

应派奖金合计（元）

44531208

0

13571514

2412696

1760000

2550000

4961400

4362200

3166600

9992295

33267010

120574923

中奖情况

（第

21085

期

7

月

26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01�12�26�15�35�11�10

775634441.0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9月24日。

奖级

基本

追加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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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22

176

850

16538

21811

31666

666153

6653402

单注奖金（元）

7421868

137086

109668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二

等

奖

一

等

奖

（第

21197

期

7

月

26

日开奖）

中奖情况

409114934.4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期为2021年9月

24日。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10

10

单注奖金（元）

100000

0 � 6 � 4 � 3 � 5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

1000000

（第

21197

期

7

月

26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3168726.8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期为2021年9月

24日。

排列3

0 � 6 � 4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3357

0

15262

本地中奖注数

109

0

515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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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言）

山水迢迢，情意深深。 近日，由国

家体彩中心主办的2021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春季支教活动陆续结束。 本

次支教活动在辽宁、湖北、山西、四川开

展，在由各地体育专业教师和大学生志

愿者组成的支教队伍走进当地山区中

小学，送去专业体育教育的同时，各地

体彩中心还捐赠了配套的体育器材，让

他们享受到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助力

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升级版快乐操场 推动体教融合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是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自2012年

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向体育设施和器

材匮乏的学校捐赠体育器材。截至2020

年底，“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活动已走

进全国3555所贫困中小学，关爱资金超

过5758万元，让数百万学生感受到了体

育的快乐。

今年，这份快乐升级———以“开展

志愿者支教、捐赠配套体育器材、举办

全员运动会”为主要内容，为山区中小

学送去深度支教的服务项目，推动体教

融合。

此次体彩春季支教活动除了向受

赠学校捐赠体育器材外，还组建一支由

沈阳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山西大

学、成都体育学院等大学生志愿者组成

的青春支教队伍，为乡村孩子们送去全

面的体育教学资源， 让他们健康成长、

快乐运动。

来自沈阳体育学院的20名志愿者，

对口支教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北票市

10所农村中小学， 累计开展6158学时，

受益学生人数超过11000人； 武汉体育

学院的30名志愿者， 前往大悟县丰店

镇、巴东县两地共10所乡村中小学开展

支教活动，累计开展4000学时，将学校

社团参与人数由100余人发展到900余

人；山西大学体育学院18名志愿者去往

山西繁峙县、代县等5县共10所学校，跨

越小学、初中两个学段，完成近3000学

时的支教工作量；由成都体育学院20名

志愿者组成的支教队伍，对峨边全县范

围内的10所中小学开展春季支教工作。

一组组数据展示了支教活动的丰硕成

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以体育强壮体魄 用体育丰盈人生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春季支教活

动的开展，不仅为山区孩子们送去了专

业的体育课程，更为他们送去了人生旅

途中所必需的“养分”，让他们在体育运

动中真正锤炼自我，变得自信和坚强。

在辽宁北票市常营学校担任体彩

志愿支教老师的池新博，发现每次上体

育课时，班级里有一个孩子总是比较安

静内向。 在做游戏时，他总是自己单独

坐在一边，沉默地看着同学们玩耍。“我

感觉这个孩子可能不太自信，性格方面

有一些放不开。 ”作为体育支教老师的

池新博在下课后，主动找他聊天了解情

况。“在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眼神里

充满了胆怯，甚至不敢抬头看我一眼。 ”

体育活动都需要坚定的信心和坚

韧刚毅的意志，有针对性地进行体育锻

炼，有利于培养健全的性格。 为了改善

这位同学内向、胆怯的个性，池新博为

他量身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在此后的体

育课上， 池新博主动要求他来帮忙，做

游戏时也让他担任小组长，并且让同学

们主动邀请他一起参加，让他更好地融

入班集体中。

“参加体育运动带给他的变化很明

显，他开始在体育课上和同学们一起做

游戏， 班级中的其他同学遇到困难后，

他也会主动帮忙。在体育课上遇到的问

题，他也会主动向我请教。”良好的体育

训练让这个孩子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

坚强。

“全员运动会” 来袭 秋季支教

即将起航

“暂时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

继“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春季支教活动

陆续结束后，2021年秋季支教活动也即

将于8月启程。 届时，活动将会在山西、

四川、沈阳、河南、贵州、云南、宁夏等省

市展开，为体育师资缺乏的乡村中小学

送去公益体彩的体育关爱。

据了解， 后续“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秋季支教活动除了继续深化体育支

教之外，还将以举办“全员运动会”作为

活动重点，为受助学校搭建科学完善的

体育活动体系， 通过寓教于乐的比赛，

让乡村孩子们参加一场真正运动会的

期望变为现实。

体育教育，精准扶贫。 中国体育彩

票“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将继续助

力体育强国健身， 书写乡村振兴新篇

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良荣）

老爸遭遇诈骗，女儿心血来潮

用反诈骗热线号码投注排列 5，没想到

她的一番误操作之下， 竟然中得了 30

万元大奖。

7月16日， 体彩排列5第21186期开

出“69110”，惠州市中出3注10万元的一

等奖。 近日，惠州体彩中心迎来特殊的

一群兑奖人， 他们一家四口两大两小，

其乐融融， 共同领走了30万元排列5一

等奖。 此次中奖的张女士表示，7月15日

晚，她将反诈专线号码“96110”记错为

“69110”，按照这个号码排列，买了3倍

体彩排列5，不料阴差阳错中了30万。

“真替他们高兴！ ”中出以上 3 注排

列 5 一等奖的网点，是位于惠州市惠城

区中洲天御小区的 4411031348 体彩实

体店。 该网点业主黄瑞花回忆说，7 月

16 日晚排列 5 第 21186 期开奖后，她就

通知中奖人张女士，但当时张女士却说

自己打的票是“96110”。 不过张女士核

查了手中的彩票后，才发现买的的确是

“69110”，才确认自己喜中 30 万大奖。

“我打电话给‘96110’，是为了帮我

爸了解一下被诈骗款项的返回进程。 ”

张女士领奖时介绍， 自己是河源人，今

年 1 月，父亲在老家镇上被诈骗分子骗

走 10 万元， 好在诈骗者收款账户被其

他报警人提前报警，该账户只进不出。 7

月 15 日， 她在父亲要求下， 继续打

“96110”与反诈部门沟通，了解这笔被

骗款项的返回进展。 平时较少买排列 5

的张女士，就是因为这个 5 位数的反诈

骗电话号码， 在 7 月 15 日晚上买了 3

注排列 5 彩票。

“我真记错了， 我以为投注的号码

是 96110。 ”张女士回忆，看来不仅要感

谢体彩网点，也要感谢“96110”背后的

反诈中心。

“快乐操场”推动体教融合

公益体彩春季支教活动收官

老爸被骗走10万元

女儿误投反诈电话号中30万

体彩志愿者在乡村学校支教。 国家体彩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