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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294 6 1 2
排列 5 16294 6 1 2 4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长马”选手
开始领取装备
30日地铁提前至5时运营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蔡矜
宜）为期3天的华融湘江银行2016长沙国
际马拉松赛博览会今天在长沙贺龙体育
中心开幕， 即日起开始发放赛事物品装
备，29日晚上9时关闭。

10月30日上午7时30分， 第二届长
沙国际马拉松赛将从贺龙体育场正式开
跑，根据长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比
赛当日天气为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气
温为13℃至17℃，由于比赛时间为清晨，
参赛选手需注意添衣保暖，如遇雨天，可
以携带雨衣参加比赛。

本届博览会分为赛事物品发放、长
沙区县文化展示、民俗非遗展览以及“长
马”主题互动活动等部分。报名成功的选
手凭官方参赛号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及
报名确认函，即可领取竞赛装备，未满18
岁的参赛选手需由监护人、 管理人或法
定代理人签字。

公共交通方面，为配合做好今年“长
马”的赛事组织工作，10月30日，除参赛
运动员可凭“参赛号码布”在当天免费乘
坐地铁外，地铁首班车也将提前至凌晨5
时发出。同时，地铁1号线侯家塘站将在5
时至7时30分期间封闭3号出入口，2号线
橘子洲站将在5时至8时30分期间采取跳
停措施（即列车不停站通过）。

� � � � 综合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郭川
航行岸上团队27日发布公告表示：专家
分析认为郭川落水的原因有二，归根结
底都与掉落的大三角帆有关；船上备有
多件救生衣，郭川落水时很可能穿着这
种装备。

郭川岸队航海技术专家综合从美
国海岸警卫队提供的图片、视频和电话
交谈信息确认郭川于北京时间10月26
日15时至15时30分之间因突发事故落
水。团队认为事故原因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郭川当时在13到20
节的风速中用缩降一级的主帆和位于
最前方的大三角帆航行。当时天气情况
下这是合理的帆面组合。 傍晚过后，他
决定收起大三角帆，这样晚上就能航行
得更安全。 于是他尝试迎风面落帆，这
对于单人航行的水手来说是个难度相
当高的操作，尤其在强风和高速行驶状
态下。 他需要站在落脚点狭窄的船头，
一边拉着帆索，一边收大三角帆。由于
失去了对帆索的控制，大三角帆突然落
下。 当他试图阻止大三角帆落水的时
候，船体突然剧烈晃动，把他甩入水中。

另一种可能是设备故障。郭川当时
在顺风情况下，用的是缩一级主帆和同

样位于主帆前方的J1帆（大前帆），这是
晚上最安全的帆面组合。大三角帆当时
已被收起，但还悬挂在桅杆上。由于大
三角帆的升帆索或者J1帆索突然断裂，
大三角帆落到了水里。这时，郭川先收
起J1帆，让船的速度慢下来，再处理落
水的大三角帆。当他开始将大三角帆拖
上船时，因为浮在水中的大三角帆非常
重。他在某个时候必须解开系在身上的
安全绳以便在船上移动。这时候一个猛
浪把大三角帆和郭川抛出了船体。

郭川驾驶的“青岛”号三体帆船上
除了30米高的主帆外，还有包括大三角
帆和J1帆在内的四具辅帆。具体事故原
因赴现场救援的人员无法勘察判断，必
须由熟悉这艘三体船的专业人员登船
后才能进一步知晓。

根据目前的信息， 无论哪一种可
能，郭川落水的原因很可能都是在阻止
大三角帆落水或挽救已经落水的大三
角帆时，因突如其来的海浪或船的剧烈
晃动被甩出了船。

郭川船队的水手长约翰·克劳斯分
析认为，对一个单人航行的水手来说，操
控这样一艘超级三体船， 无论是收大三
角帆，还是把落水的大三角帆拖上船，都

是非常困难的事。 在两种可能的操作过
程中，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都必须要解开
安全绳才能完成所有的技术动作。

郭川显然遭遇了突发的、 不可预料
的危险。 事发前的海况和个人状况都很
正常。搜救人员在船上没有发现郭川，发
现了一件救生衣。 因为郭川准备有多件
救生衣， 所以不能因此排除郭川落水时
穿着救生衣的可能性。岸队分析认为，郭
川落水时“有最大可能”穿着救生衣。

两天以来，美海岸警卫队派出的大
力神HC-130飞机已经对“中国·青岛”
号航行附近海域进行了六次空中扫描
搜救，扫描搜救区域达到方圆4600平方
英里，但没有发现郭川。

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26日夜
向新华社记者发来消息称，搜救人员已
确认失联中国职业帆船选手郭川不在
其所驾驶的“中国·青岛” 号三体帆船
上，海岸警卫队已于26日夜暂停对郭川
的积极搜寻。 在两天左右的搜救过程
中，美方共搜寻了4600平方英里海域。

国际海上搜救机构已于今日向所
有往来事发海域的船只发出通告，要求
进入该海域的所有船只在航行同时搜
寻郭川。

郭川落水原因或与大三角帆有关
■落水时很可能穿着救生衣 ■美海警已暂停海面搜救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王艳明）昨晚，浏阳市第三届欧
阳予倩艺术节在该市欧阳予倩大剧院拉
开帷幕， 送到市民家门口的一场戏曲盛
宴随之而来。

欧阳予倩是从浏阳走出的我国著名

戏剧艺术家、教育家，是中国话剧艺术的
奠基人，中央戏剧学院的创始人。

开幕式后上演的经典歌舞《梨花
颂》，赢得了现场千余戏迷的喝彩声。“君
不见， 旭日朝朝围山起……人杰地灵好
地方”，一首长沙弹词《湖湘宝地 美丽浏

阳》，节奏鲜明，韵律优美。
浏阳市文体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届欧阳予倩艺术节为期5天，以“文
化浏阳·艺术盛宴”为主题，包括艺术节
开幕式暨综艺晚会、 浏阳花鼓戏传承保
护座谈会暨“风雨兼程六十载”浏阳花鼓

戏图文展、“梨园春秋六十载” 专题戏曲
晚会、“百花齐放颂春秋” 浏阳戏曲展演
四大板块、六大文艺展演活动。据了解，
艺术节所有活动均免费开放， 市民只要
提前通过“文化浏阳”公众号微信留言想
收看的活动场次，就能获得门票。

长沙集中整治私人影院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李文耀 胡宇芬）今天，长

沙市知识产权局、工商局、公安局、文广新局、经信委和长沙
市武警消防支队6家联合行动，集中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私人
影院专项整治行动， 对多家藏身于高楼大厦中的私人影院
进行突击清查治理。

私人影院近两年在长沙发展迅速， 近千家小影院在高
楼大厦里冒了出来。 位于五一广场的202大厦楼内尹老板
的影咖是首家被检查的单位。 各行动单位执法人员分头对
影咖展开了调查取证工作，分析评判影咖是否合法经营？保
障消费者安全的各项措施是否到位？ 有没有侵犯知识产权
的行为？

参加此次行动的长沙市武警消防支队开福大队的谌卫
平警官表示，私人影院在有限的空间内隔出若干房间，通道
狭窄，消防设施配备不齐全，消防通道不达标，指示标识不
清晰，消防安全组织预案没有建立。一旦发生火灾，人员可
能无法及时疏散，的确存在一定的消防隐患。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彭民安分析， 影吧内放映的影
片有的是网络下载的，有的是用光盘播放的，有的是直接用
私人影院注册的号码网络观看的。 但这些影片只限于个人
或家庭观看，且大多未经版权人授权，一旦用于向公众放送
并以此营利的话，就存在侵犯版权的嫌疑。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余
蓉 通讯员 李成秋）25日，在安仁县承
坪中心小学操坪上， 学生小华接过县
教育基金会发放的助学资助金:“谢谢
你们的帮助，我一定好好学习。”据悉，
此次教育基金会共帮扶了3名因病致
贫老师、18名高中贫困学生、300名初
中贫困学生和500名小学贫困学生，
总额达42.5万元。

单丹同学今年以优异成绩考入
高中，但家境贫困，靠爷爷捡废品维

持生计。面对高达5000元的学费，一
家人求借无门，是教育基金会伸出援
手让单丹跨进了校门。渡口石云村的
学生刘薇， 父亲患重病于2013年去
世，欠下债务，只靠母亲一人在外打
工维持生计 ,也是基金会让她得以继
续学业。这样的贫困家庭在安仁县并
不少见。据了解，县教育基金会今年
着力精准帮扶贫困学子， 共计扶助
1604名贫困学生，资助金总额达160
多万元。

欧阳予倩艺术节 戏曲盛宴馈乡亲

宁乡：爱心接力“春晖班”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金慧）今天上午，长沙慈善会宁

乡一中“圣湘春晖班”签约仪式举行，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向长沙慈善会捐资90万元，在宁乡一中开办“圣湘
春晖班”，资助60名“家庭特别困难、品学比较优良”的高一
学生完成高中学业。

“春晖班”是长沙慈善会近几年重点打造的品牌助学项
目， 旨在为家境困难但品学兼优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提供援
助。自2011年创办以来，富基实业集团、长沙长福餐饮有限公
司等爱心企业先后共捐资1800多万元，冠名开办了22个春晖
班，为1300多名贫困高中学生解决了学习和生活困难。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李
文峰 通讯员 张斌 ）“此身真在画图
间，开路在前后人攀……”今天上午，
入驻醴陵陶瓷博物馆的姜今艺术馆开
馆，令人大开眼界。

姜今艺术馆由醴陵市投资建设，
展厅480余平方米，内设作品展，分为
“开路在前”及绘画篇、书法篇、金石篇
4大部分，陈列了大批原创艺术精品，
以及大量珍贵照片和实物， 多维展示
姜今的艺术人生。

姜今是中国著名工艺美术家，醴

陵人，生于1923年，卒于2007年。早年
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 先后执教于华
中师范学院、 湖北艺术学院和广州美
术学院，从事美术创作、教学和理论研
究50余年，提出“多能一专”教育思想，
出版了《画境》等多部涉及工艺设计、
油画、雕塑、装饰画方面的理论专著。
其国画风格源于八大山人、石涛，旁及
吴昌硕、赵之谦，直接师承潘天寿，又
自成一格，注重笔墨气韵、构图严谨，
设色清雅、 意境深邃。 其作品先后在
日、美、法、意等10多个国家展出。

安仁县160多万元教育基金
帮扶贫困学生

姜今艺术馆开馆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李国斌
实习生 张靖）今天上午，湖南省当代湘绣
艺术研究院在长沙市开福区沙坪小镇开
工建设。 该研究院将着重对湘绣的针法、
结构、技艺进行系统研究，推动湘绣的传
承和创新。

湖南省当代湘绣艺术研究院是经省
民政厅审批注册成立的一家民办非企业
单位， 业务主管单位是湖南省文化厅，由

长沙沙坪金球湘绣有限公司出资组建。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唐之享担任名誉院
长，中国青年刺绣艺术家、湖南省工艺美
术大师黄笛任院长。该项目位于开福区中
国湘绣之乡沙坪湘绣文化广场北侧，占地
16.28亩， 总建筑面积1.9万余平方米，主
要设有技艺研发中心、 技能培训中心、展
览演艺中心、传承保护中心、刺绣体验中
心。

推动湘绣传承创新

湖南省当代湘绣艺术研究院开建

10月26日晚，临武县文体广电中心，常德市武陵区艺术团在表演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说
唱丝弦》。这是省文联、省总工会组织文艺家开展“笑满三湘”下基层的公益演出活动之一。

陈卫平 摄

“笑满三湘”公益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