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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263650828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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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1 8 6 5
排列 5 19261 8 6 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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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2 03 10 16 21 33 05+0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3

2

10000000 130000000

16000000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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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70周年联欢活动
将呈现7大看点

约10万名群众、70组彩车参加群众游行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

动新闻中心25日举办第二场专题集体采访。 联欢活动指
挥部联欢演出部常务副部长庞微在现场表示， 联欢活动
将于10月1日晚8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总时长90分钟。联
欢活动将呈现主题表演、中心联欢表演、群众联欢、烟花
表演、表演台表演、大型装置和光艺呈现7大看点。

据介绍，主题表演主要承载重大主题呈现，是联欢活
动的核心呈现、重要亮点和创新之处。中心联欢表演和主
题表演共用同一个区域， 由有关省区市的特色群众艺术
团体3650人参加联欢，以各地特色群众文化展示为主。在
主题表演区东西两侧共设立10个群众联欢区块， 结合各
区块参与人员的行业、身份特点，编排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热情欢快、各具风格的歌舞，形成盛大的联欢场面。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的第二场专题集体
采访时获悉，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以

“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约10万名群众、70组彩车
组成36个方阵和3个情境式行进，总时长约65分钟。

庆祝大会服务保障和群众游行指挥部执行指挥张
革介绍说，游行以时间为轴线分为“建国创业”“改革开
放”“伟大复兴”三个部分，沿长安街由东向西通过天安
门核心区，与群众一道共同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进程。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户外一姐”回到家乡

又到金秋“穿越时”。9月21日，2019
“徒步穿越大湘西”走进大湘东活动（炎陵
站）启动。“徒步穿越大湘西”第一次来到了
湘东的炎陵县。

“那不是曾花吗？”鸣枪出征后，一些眼
尖的当地选手格外惊喜。

从炎陵县城走出来的客家妹子，创办
了北京思凯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成了中
国首档网络户外玩家真人秀节目《户外大
玩家》发起人，她是不少人心中的成功女
性，更是户外圈子里的“户外一姐”。

她曾攀登过乞力马扎罗山，徒步尼泊
尔。她喜欢穿行在大自然中，享受徒步的
快乐。

这一次，在家乡举办的徒步赛事于她
而言注定难忘。身为赛事协作伙伴，她带着
自己的团队协助赛事前期准备工作，并成
为选手服装赞助商；身为土生土长当地人，
她忙着给大家介绍这里的风土人情。

曾花走在赛道上，久违的家乡话让常
年居住北京的她倍感亲切；穿行于高山绿
林之中，她发现家乡原来如此美丽。“从小
生活在这里，熟悉了这里的一切。但作为选

手走在这里，又有不一样的新鲜。”
一路上，曾花走走停停，随手拍下沿途

不少美景。在她看来，参与家乡的全民健身
活动，源于自己对家乡深沉的爱恋。而全省
最著名的户外徒步赛事首次与湖南人创立
的户外品牌“牵手融合”，证明三湘大地上
的健身氛围越来越浓。

“红军记忆”在延续

从炎帝陵到红军标语博物馆， 炎陵有
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红色旅游资源。

一身戎装、头戴红军帽，手中拽着一面

红军旗帜，人群中的“红军哥”，格外打眼。
58岁的“红军哥”老杨来自永州，是“徒

步穿越大湘西”系列活动的“老红人”。说他
“红”，一是每逢参赛，他都会穿上红军服，
其二是他对“红军记忆”的特殊情怀。

9月21日上午9时出征， 记者跟上了
“红军哥”的脚步。他背包不大，手中的红军
旗十分威武，旗帜上写着“寻访先烈足迹，
重走长征路”的标语。

“红军哥”的外公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
红军，长征时是红三军团五师民运队长，解放
后首任零陵军分区司令员。他本人也曾是一
名军人。儿时听着外公讲红军的故事，自己也

曾上过战场
保家卫国，革
命的血液流
淌在“红军
哥”身体里。

军旅有限，兵心永驻；脱下军装，本色不
改。这几年，“红军哥”走遍了省内许多红色风
景区。如今他的脚步也“向外迈开”，他曾经花
了10个月，从井冈山走到延安。

他领略过“更喜岷山千里雪”的磅礴，感
受到“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壮心。军装成了他
的“符号”，也成了他每一次徒步之行的“执
念”。 “参加活动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长距
离徒步，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他说。

“绿水青山的向往”在传递

再次踏上穿越征程， 曾明成了运动员
宣誓代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这几个
字，曾明站在舞台上特意说得很大声。

36公里的行程，曾明一直背着40斤重
的大包前进。负重前行，是曾明6年徒步之
旅的常规操作。

这个背包不太“干净”，里面除了帐篷，
还有不少垃圾。曾明在徒步中爱“捡垃圾”，
在圈内人尽皆知。

这个习惯源于一次难忘的徒步经历。
2016年，他去往茶陵徒步，途中与队友足
足捡了三大麻袋的垃圾。大自然的美景，被
成堆的垃圾所侵蚀，实在“没法忍”。

此后每一次， 他都会带上好几个塑料
袋， 背包里也总会腾出空间专门塞垃圾。

“保护环境， 必须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
人人出分力，就会有绿水青山。”他说。

一路上，除了给身边选手加油打气，曾
明更像一个“监督员”，时常提醒过路驴友。
在他看来，环保理念就是得挂在嘴边，坚持
环保才是一个户外人该有的姿态。 许多驴
友受到感染， 行进过程中总是会出现和曾
明一样“蹲下身、弯下腰”的动人身影。

这次来到炎陵， 是曾明收获最少的一
次。“沿途风景好，沿路垃圾少”，成了曾明
对“穿越炎陵”的最终印象。

可他仍然不会放松警惕。在他看来，对
绿水青山的追求向往，就得从一双双“拾起
垃圾”的手开始践行。

� � � �2019“徒步穿越大湘西”
走进大湘东活动 （炎陵站）9
月22日收官 。2天的徒步之
旅， 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名
选手挑战自我、 感受当地风
情，行程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
令人感动的身影———

穿行美景，一路“践行”

� � � � 9月21日，2019“徒步穿越大湘西”走进大湘东活动（炎陵站）启动。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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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奋斗者”名单
请扫新湖南二维码

�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
出重要指示，向已经逝世的“最美奋斗者”表示
深切的缅怀， 向受到表彰的同志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最美奋斗者”亲属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中央宣传部等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
习宣传活动， 评选表彰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
的英雄模范。这对学习英雄事迹、培育时代新
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
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
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

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
和生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各个历史时
期的英雄模范都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要
广泛宣传“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传承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
曲，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用英雄模范的
感人故事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守爱国
情怀、坚定奋斗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25日上午在京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王沪宁会见了受表彰人员和亲属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

黄坤明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宣读了
习近平重要指示。随后，他在讲话中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精心组织“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铭记
由无数奋斗者写就的新中国70年光辉历
史，弘扬爱国奋斗奉献的崇高精神，凝聚起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磅礴力量。

表彰大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张富清等
278名个人、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
斗先进群体等22个集体被授予“最美奋斗
者”称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
究员叶培建，山东省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
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
超，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

余留芬，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孜县分
公司驾押组组长其美多吉，空军航空兵某部
部队长蒋佳冀，陆军第79集团军雷锋班第26
任班长、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代表张阳，兰考
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名誉馆长、焦裕禄同志
女儿焦守云，国家
铁路集团公司北
京局丰台机务段
“毛泽东号” 机车
组司机长、“毛泽
东号”机车组代表
刘钰峰等受表彰
人员和亲属代表
作大会发言。

习近平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曲 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 � � � 9月25日下午，“快闪歌唱祖国”活动在香港启德
码头公园举行，图为参加活动的香港市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特派香港
报道组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香港9月25日电（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
端·华声在线特派香港报道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
利歌声多么响亮……”今天下午，嘹亮的歌声响彻香港
九龙湾，由香港中华文化总会组织的“快闪歌唱祖国”
活动在启德码头公园举行，300余名香港市民自发手
持国旗，高唱国歌，高喊“中国加油”“祖国万岁”，以此
表达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美好祝愿。

“虽然身在香港但是我们心系祖国，香港3个多月
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 让我们更加热爱祖国。”参
加这次活动的湖南籍香港市民刘景娟告诉记者， 每一
次唱国歌、《歌唱祖国》这些歌曲，都特别感动。

家住元朗， 今年49岁的黄女士则特意带着尚未读书
的儿子早早赶到现场，她说，自己非常喜欢香港，但近期的
香港让她感到陌生， 希望大家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意
见，促进香港与国家共同繁荣发展。这次带儿子参加活动，
就是要他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懂得爱国的重要性。

香港市民快闪歌唱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