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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在“贺龙”看国足？
12月20日8城市最后陈述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中国足协公布
了《关于举办俄罗斯世界杯亚预赛决赛阶段中国国家队
2017年主场赛事申办城市陈述会议的通知》， 长沙为8个申
办城市之一，12月20日将在北京进行最后陈述，届时两个主
场赛事承办城市将一次性选定。

目前12强赛进行过半，国足还剩两个主场赛事，分别是
2017年3月23日迎战韩国队，2017年8月31日对阵乌兹别克
斯坦队。

虽然目前国足晋级希望渺茫， 但里皮的入主还是大大
提升了国足的关注度， 因此两个主场的承办依然火爆。《通
知》介绍将有8个城市进行陈述，分别是沈阳、西安、武汉、北
京、贵阳、昆明、长沙、重庆。目前，沈阳、西安、昆明已经举办
了国足3场比赛。《通知》还说：“定于12月20日在北京举办申
办陈述会议， 对上述两个主场赛事的承办城市进行一次性
选定。”

据了解，11月15日国足在昆明迎战卡塔尔队时，长沙市
体育局和中国足协以及国足进行了沟通。前几日，国足也派
人到长沙市贺龙体育中心进行了考察。

200选手角逐湖南区扑克赛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蔡矜宜）2016“姚记·万盛

达”扑克大赛湖南赛区升级比赛今天在望城举行，来自长沙
各大社区的200名选手参赛。

2016年“姚记·万盛达”扑克大赛以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陕西为主赛场，辽宁、湖南、广东、四川等为分赛场，同时
配合线上专区赛事，全方位满足广大牌友的不同需求。组委
会工作人员赵伟介绍，“从明年1月开始， 全国各大分赛区赛
事将全面铺开， 湖南赛区将选拔出4对共8名选手进入2017
年全国总决赛。”

本次湖南赛区比赛由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上海姚
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启东姚记扑克实业有限公司主办，
200名选手被分为四个大组，进行分组淘汰赛。

�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通讯员 李
启洪 谭迪熬 记者 胡宇芬 ） 今天从省
创造学会传出好消息，刚刚在河北结束
的第十一届DI创新思维中国区总决赛
上， 我省参赛的44支代表队发挥稳定，
共获得1个即时挑战第一名、3个特别
奖、3个一等奖、8个二等奖。 其中，6支
队伍获得明年5月份参加美国新泽西州

全球总决赛的资格。
DI是英文DESTINATION� IMAGI-

NATION的缩写，意思是“目的地想象”，
是一项国际性的培养青少年创造力的活
动。此次中国区总决赛既是国内DI活动的
总决选， 也是明年全球总决赛的选拔赛。
来自全国29个省市区及波兰、 韩国的近
700支队伍参加7个类别的角逐。 依据大

赛的规定，获得中国区总决赛一等奖和特
别奖的队伍， 有资格参加全球总决赛。我
省长沙市天心区青雅丽发学校“奇幻少年
队”、北师大株洲附属学校“大眼萌队”、长
沙市天心区青园小学“风之彩队”、湘潭市
金庭小学“银杏队”、长沙市枫树山大桥小
学“斜塔奇兵队”、长沙市天心区红卫小学
“不同的惊喜队”等6支队伍晋级全球总决

赛。
据悉，此次我省代表队分别参加了技

术类、科技类、艺术类、即兴类、工程类、服
务学习类的团队挑战赛和即时挑战赛。首
次参赛的长沙市天心区青雅丽发学校，成
为湖南团最大的赢家。该校的“奇幻少年
队”一举夺得即时挑战第一名和团队挑战
一等奖。

第十一届DI创新思维中国区总决赛结束

我省6支队伍获得全球总决赛资格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吴雯倩）剪纸、书法、漫画、彩
绘、手抄报、快板、舞蹈、情景剧……不
同的载体表现， 同样的美好家风。14
日， 记者在湖南省第五届网络文化节
系列主题活动之2016湖南家庭教育成
果展上看到， 一大波萌娃宝贝用写下
来、画出来、演起来的方式晒出自己心
中的好家教好家风， 赢得了网友们的
一大波点赞。

本次家庭教育成果展以“传承传

统文化，弘扬文明家风”为主题，由今
日女报、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教育
局联合主办，策划推出了“美好家风
写下来”少儿书写大赛、“美好家风画
出来”少儿美术大赛、“美好家风演起
来”家庭教育情景剧展播等一系列主
题活动，用轻松亲切、活泼有趣的方
式，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受到
了网友们的追捧。

来自岳麓区的李若曦小朋友祖
孙三代通过原创快板“三句半”，你

一言、我一语，唱响了《文明家风》
好风尚 。 据介绍，“美好家风演起
来”家庭情景剧网络展播活动从11
月15日展开评选， 短短一周时间，
吸引了70万人次的网友观看。“美
好家风写下来”少儿书写大赛、“美
好家风画出来” 少儿美术大赛也吸
引了大量优秀作品 ，“孝老爱亲 ”
“家和万事兴”“尊老爱幼” 等好家
风主题融入其中， 让观众们大饱眼
福，也惊艳了网友。

萌宝贝网上晒家风

美丽乡村
独特风景

12月14日，长沙市
开福区沙坪街道檀木
岭村，村民在改造一新
的群众休闲活动广场
欣赏宣传画。 当天，结
合民生、生态景观改善
和产业发展的檀木岭
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
全面完成。141栋原本
老旧杂乱的民居改造
一新，简约古朴，成为
当地的一道独特风景。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100件作品入围
“2016年首届湖南

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初审
入围名单公布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天，“2016年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
赛” 初审入围名单公布。 经过国内8位
知名专家评委的现场评选及反复斟酌讨
论后， 他们最终从4023件参赛作品中评
选出了100件入围奖作品。 据悉， 为确
保评审的公开公平公正， 评审活动公证
人员全程参与， 媒体全程跟踪。 初审选
出的作品需要作者提交相关材料， 经大
赛组委会复核后方可最终成功入围。 大
赛组委会将于近期以电话或邮件的形式
通知入围参赛者。 大赛最新动态请关注
大赛官网及官方微信“文创湖南”。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42 6 3 3
排列 5 16342 6 3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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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6147 07 19 20 28 30 04+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2

9
下期奖池：3791177687.77（元）

5256179 117835938

289233633213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