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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4635213010.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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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7 4 8 9
排列 5 18027 4 8 9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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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2 03 22 24 29 34 07+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6

1

8218993 49313958

49313954931395

� � � � 新华社华盛顿1月26日电 （记者 周
舟 林小春）欧洲人皮肤何时开始变浅，
眼睛何时开始变蓝？ 古代居住在欧洲及
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对现代智人基因组贡
献比例有多大？ 中国科学家团队使用基
因组测序等技术， 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
新分析结果。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付巧妹等人在美国学术刊物《遗
传学趋势》上发表的最新论文说，研究人员
通过对全球已发现的一些距今4.5万年至

7500年之间古人的遗存样本进行基因组
测序，分析了古人的演化和迁徙历史。

这项研究认为，距今4.5万年至3.5万
年间，至少有4个不同的史前人群生活在
欧亚大陆，包括早期欧洲人、早期亚洲人
以及另外两个对现代人基因组贡献不大
的人群。

付巧妹说，距今约2.65万到1.9万年的
末次盛冰期对人类演化有重要影响， 当时
许多地方都被冰雪覆盖， 从欧洲西南部来
的难民可能在欧亚大陆上寻找栖息地，进

行人类群体扩张。而末次盛冰期结束后，随
着气候变暖，大约1.4万年前，大陆间交流
进一步增多， 西欧古人群与当代东亚人群
和近东人群有一定的基因联系。

研究发现，欧洲人的蓝眼睛在1.4万
年前才开始出现，而7500年前，他们还是
深色皮肤。 例如在西班牙发现的一个距
今7500年的个体拥有蓝眼睛基因， 但仍
携带深色皮肤和头发的基因。

研究还认为，史前时期的各种人类曾
多次发生杂交。罗马尼亚一个距今3.9万年

个体的基因组显示， 该个体4到6代前的祖
先中可能有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被认
为是与现代人祖先不同的一种古人类，曾
生活在欧洲等地，后来消失。研究人员通过
比较距今4.5万年和当代欧洲人基因组中
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比例， 发现这个比
例在短时间内快速下降。

付巧妹说， 这可能是因为在漫长的
演化过程中， 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不
适应现代人生存方式， 从而在自然选择
中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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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施工热火朝天
中国南极第五站前期建设全面展开

新华社“雪龙”号1月27日电（记者 白国龙）中国第34次
南极科考队在南极恩克斯堡岛上建设新科考站的前期准备
工作已全面展开，目前岛上住宿舱已经通电，海水淡化设备
也已能基本满足生活用水需要。

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副领队、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
办公室副主任夏立民介绍，科考队在前些天将总重180吨的
工程装备和建设物资全部运上恩克斯堡岛后，随即展开了修
路、平整场地、吊运住宿舱、搭建临时供电线路等工作。

科考队领队助理张体军说：“我们利用好天气，在岛上平
均每天作业十四五个小时，‘人换机不停’，工程机械24小时
连续作业。”科考队员在岛上已完成临时设施场地地基开挖、
临时建筑基础水泥墩定位及安装等关键工作，基础钢梁预拼
装完成40%，半高箱组合式简易码头也已成功修建。

接下来，科考队员会继续相关基建工作，同时还将继续
开展恩克斯堡岛新站的站址地形图测绘、鸟类调查、近岸海
洋测绘、地质调查、南极鱼类进化研究等科考工作。

恩克斯堡岛也称“难言岛”，位于南极罗斯海海域。按计
划， 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要在恩克斯堡岛为中国第五个
南极考察站建设做前期准备工作。此前，中国已在南极建设
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4个南极考察站。

� � � �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王亮）由
省体育局组织开展的第十三届全运会新
闻报道优秀作品评选活动近日揭晓，湖
南日报共获得3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2
个三等奖。

第十三届全运会于2017年8月27日
至9月8日在天津举行， 湖南代表团共有
487人参赛，包括竞技类运动员266名、群
众体育运动员221人， 收获16金20银19

铜， 其中竞技项目获得14金11银9铜。湖
南健儿在全运赛场上挑战自我、 奋勇争
先，充分展现了“吃得苦、耐得烦、霸得
蛮”的湖湘精神。赛场外，我省数十家媒
体采写了大量优秀的新闻作品， 刻画出
众多饱满鲜活的湖湘体育健儿的形象，
讲述了大量湖南体育发展的好故事。

据介绍， 本次全运会好新闻评选活
动共收到各类新闻稿件75件， 经省体育

局、省体育记者协会组织专家评审，44篇
新闻作品被评为第十三届全运会新闻报
道优秀作品。

湖南日报通讯《田径湘军跃新高》《今
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以及摄影
作品《津彩瞬间———一举卫冕》 获得一等
奖。此外，评论《心态决定状态》、通讯《龚睿
那重返赛场》获得二等奖，《“草根”赛场湘
军起航》《超越自我（组图）》获得三等奖。

喀布尔汽车炸弹袭击
致63人死亡、151人受伤

据新华社喀布尔1月27日电（记者 蒋超）阿富汗公共卫生
部27日宣布， 当天发生在首都喀布尔市中心的自杀式汽车炸
弹袭击已造成不包括袭击者在内的63人死亡、151人受伤。

目击者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告诉新华社记者，事件发生
于当地时间12时50分左右， 地点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公立
医院共和国医院大门前。

记者在现场看到， 共和国医院大楼一整面墙的外窗户
已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损毁， 附近商店均遭严重损毁。目
前，伤者已被紧急转移至附近医院，由于事发地为市中心商
业区，人员和车辆流量较大，预计伤亡人数会增多。

现场安全人员对记者说，事发前，数名袭击者驾驶一辆
满载炸药的救护车驶向共和国医院附近道路， 在被安检岗
的安全人员识别出其目的后，袭击者引爆了炸弹。

阿富汗塔利班已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事件。
这是本月以来阿富汗塔利班在首都喀布尔制造的第二

起重大袭击事件。1月20日，该组织袭击了喀布尔洲际酒店，
造成超过20人死亡。

� � � �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 （记者 王亮）
U23亚洲杯决赛今天在常州进行。乌兹别
克斯坦队凭借最后时刻的进球， 以2比1
战胜本届杯赛最大的“黑马”越南队，成
功问鼎。

乌兹别克斯坦队和越南队在本届杯
赛前都不被看好， 但两支球队却过关斩
将，成功杀入决赛。尤其是越南队，先后击

败澳大利亚、伊拉克、卡塔尔队，“黑马”成
色十足。近日南方普降大雪，常州的比赛
场地也有积雪， 比赛时更是大雪纷飞，糟
糕的天气给双方的发挥带来了一定影响，
但双方还是奉献出一场精彩的对决。

比赛第8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阿舒
尔马托夫在对方禁区内头球攻门得手。
第41分钟，越南队获得禁区前沿任意球，

阮光海直接任意球破门，扳平比分。余下
的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但均未破门。比
赛进行到加时赛最后一分钟， 就在所有
人都以为要进行点球大战时， 乌兹别克
斯坦队开出左侧角球， 替补出场的西多
罗夫在对方禁区内推射破门，完成绝杀。

26日进行的三、四名决赛中，卡塔尔
队1比0小胜韩国队，夺得本届比赛季军。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与北京
市民苦盼下雪而不得相反， 南方则是暴
雪来得有点猛。 温柔的落雪能带来难得
一见的美景，但过猛的雨雪交加使民航、
铁路、公路普遍受到较大影响，给人们出
行也带来了不便。

中央气象台27日一早继续发布暴雪
橙色预警，27日至28日，河南东南部、江淮、
江南北部、湖北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
大部等地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安徽
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湖北东南部、
湖南西北部等地有暴雪，局地大暴雪。

26日夜间至27日，贵州省黔东南、铜仁、
遵义、 黔南等地多处公路受凝冻灾害影响。
贵州省26日发生近百起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其中大多数为路面湿滑造成的追尾。在确保
交通主干线不封闭的前提下，贵州境内多地
多处公路因凝冻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

记者从广西南宁吴圩国际机场了解
到，受外地大雪影响，截至27日11时，南
宁机场当天累计超过30个航班被取消，
主要为南京、武汉、合肥等方向。

在湖北，气象部门27日实时监测数据
显示，全省有20个县市积雪深度超过10厘
米。持续雨雪冰冻天气给交通运输带来不
利影响。 因冰雪造成跑道摩擦系数不达
标， 武汉天河机场暂时关闭，27日计划航
班共436架次，截至15时，已取消进出港航
班222架次，造成部分旅客滞留。此外，武
汉三大火车站100多趟列车停运， 各大汽

车客运站几乎全线停运，湖北省内30多条
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入口封闭或限行。

27日安徽多地仍在降雪。此前因雨雪
低温天气，为确保广大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黄山风景区自26日起临时封闭。此外，安徽
天柱山风景区、芜湖方特主题乐园等40多

家景区也相继发出公告，暂停对外开放。
在未来几天， 南方出门的人们仍需

做好应对低温的准备。 根据中央气象台
的预报，1月27日至2月3日， 受频繁南下
的冷空气影响， 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气
温还将有所下降，并继续维持偏低状态。

气象专家提醒，雨雪天气，交通、铁路、
电力、通信等部门应加强道路、铁路、线路
巡查维护，做好道路清扫和积雪融化工作。
驾驶人员应及时通过服务热线、广播、手机
APP、LED情报板等方式了解气象灾害和
路况等信息，提高出行效率和安全。

韩国先遣队访问朝鲜
据新华社平壤1月27日电（记者 程大雨）据朝中社27日

报道，根据17日北南工作会谈上达成的协议，韩国统一部局
长李柱泰等12人组成的先遣队23日起对朝鲜进行了为期3
天的访问。

报道说， 韩国先遣队实地考察了马息岭滑雪场和金刚山
地区等， 这些地方将要进行北南滑雪选手联合训练和北南联
合文化活动。另据朝中社早前报道，根据双方15日就有关朝鲜
艺术团赴韩演出事宜达成的协议， 由朝鲜三池渊管弦乐团团
长玄松月率领的代表团21日起对韩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
问。代表团前往韩国江陵和首尔考察了当地演出准备情况。

本月9日，韩国和朝鲜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谈后发表
共同声明，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会、双方举行军事部门会谈
等事项达成一致。

中国科学家揭秘古人演化史
尼安德特人遭淘汰，古欧洲人祖先消失一空

2万年前极寒，“西南欧洲难民”向欧亚大陆扩张

航班、火车、汽运不同程度受阻
这次南方的雪下得有点猛

2比1击败越南队

乌兹别克问鼎U23亚洲杯

全运会湖南好新闻评选

湖南日报3件作品获一等奖

� � � � 1月27日， 2018年澳大利亚网球公
开赛女单决赛中， 丹麦选手沃兹尼亚奇
以2比1战胜罗马尼亚选手哈勒普， 夺
得冠军。 图为沃兹尼亚奇获胜后庆祝。

新华社发

� � � � 受连日降雪影
响， 南京禄口国际
机场27日再度临时
关闭， 航班出现大
面积延误或取消，
部分旅客的行程受
到影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