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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2576114778.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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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8 0 8 1
排列 5 19268 0 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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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5 01 18 21 28 32 05+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6

0

10000000 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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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主场迎战关岛队

国足想进10个球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王亮）10月10

日晚8时，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40强赛将重燃
战火， 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将在广州迎战关岛
队，这是国足征战40强赛的首个主场比赛。

在先后有李可、 艾克森两名归化球员加
入后，外界对国足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尽管
只是对阵关岛队这样的弱旅， 外界依然期待
国足能够踢出一些新东西，展现出新的面貌。

因为关岛队的实力原因， 同时为争取尽可
能多的净胜球，10号的比赛国足将“火力全开”。
据了解，国足定下了最低进10个球的目标。

就目前的训练来看， 国足前场会是艾克
森、武磊和杨旭的“三叉戟”，这也是国足最强
的进攻组合。艾克森近期在恒大队已连续6场
没有进球，面对关岛队，艾克森可以找找进球
的感觉。李可作为一名防守型中场，极有可能
是替补出战。

对手实力不强， 国足主帅里皮还是很谨
慎，“明天的目标首先是赢球， 但想取得很多
净胜球并不容易。只有我们态度积极，比赛才
会按照我们的预想进行。”

新华社记者 杨威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11日至13
日分别赴印度金奈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
次非正式会晤、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
此访是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也是
中国国家主席时隔23年再次访尼。

加强务实合作，畅叙邻里情谊。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领导人此次南亚之
行，人们期待此访将为中印、中尼乃至中
国同南亚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为加强
区域互联互通与经贸务实合作开辟新空
间， 为增进地区人民互信与友谊搭建新
平台，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新贡献。

把脉合作
指明中印关系发展方向
同为世界文明古国， 中国和印度有

着两千多年文字可考的交往史。如今，中
印同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
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10亿人口级别的大
国，都处在发展经济、深化改革、推进现
代化进程的关键阶段。

在金奈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同印度
总理莫迪继续纵论天下大势， 把脉龙象
共舞，就事关中印关系发展的全局性、长
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深入沟通。

去年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举行

首次非正式会晤以来， 中印各领域交流
合作全面推进，有关分歧得到妥善管控，
两国关系步入平稳向好新阶段。

在两国元首引领下， 中印关系近年
来呈现强有力发展势头。战略经济对话、
财金对话等机制性交往有序推进， 务实
合作不断发展。 两国基建合作不断落到
实处，一系列民生合作项目取得实效。

两国人文交流也生机勃勃。2017年，
中印合拍电影《功夫瑜伽》 在两国广受好
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火爆中国市
场，学中文、过中国年也在印度持续升温，
印度已成为中国入境游的重要客源市场。
中国—印度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搭建了新
的重要平台，促进两国人民心灵交流，助力
两国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中印携手合作， 不仅能助力彼此发
展，而且将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繁荣贡献力量。

明年，中印将迎来建交70周年。习近平
主席此访意义深远， 将为下一阶段中印
关系发展确定基调、指明方向，向世界发
出中印一致声音， 为当前充满不确定性
的世界提供稳定性、注入正能量。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
旺说，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习近平主席访
问期间，两国领导人深入沟通，将对中印
关系未来发展从最高层面进行战略引
领，进一步作出顶层设计。

作出规划
推动中尼关系快速发展
自1955年建交以来， 中尼两国平等

相待、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树立了不同大
小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睦相处、互利
合作的典范。尼泊尔也是中国在南亚方向
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伙伴。

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尼泊
尔总统班达里举行的欢迎仪式、 欢迎宴
会，会见班达里总统，同奥利总理举行会
谈并见证签署多领域合作协议， 会见尼
共联合主席普拉昌达、 尼联邦议会负责
人及有关政党领导人。

中尼两国明年将迎来建交65周年。两
国领导人将对中尼关系发展做出新规划，
共同开启中尼关系快速发展新时代，深化
政治互信， 夯实中尼世代友好的民意根
基，推动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
快推进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
设，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

自2017年5月中尼签署政府间“一带
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众多成果道出
两国合作的加速度。今年4月，《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
公报》中，中国-尼泊尔跨喜马拉雅立体互
联互通网络及中尼跨境铁路项目赫然在
列，将使中尼进一步互联互通梦更为切近。

区域互联互通之外，还有两国人民的

情谊相通。 尼泊尔孔子课堂上书声琅琅，
越来越多的尼泊尔人选择以这种方式感
知中国。截至去年，尼泊尔“中国节”已举
行了8届， 中尼共同打造的这一文化品牌
已成为尼民众走近中国的重要平台。

“如今中尼关系正处于平稳积极发
展期， 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推进两国
合作更快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韩华说。

亲诚惠容
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真心交朋友、诚心化分歧、恒心促合
作。 周边国家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
向。在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指引下，中
国与周边国家“常见面、多走动”，不断增
进政治互信，推动开放融合，同周边国家
共促发展，与地区人民共谋福祉。

今年上半年，习近平主席多次出访周边
国家，从双边到多边，在不同场合同周边国
家领导人会见会谈，推动全方位合作，打造
周边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风云激荡的国际形势，人们相信，习近平
主席此次南亚之行将引航导向， 继续推动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 将构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宣布：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邀请， 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于10月11日至13日分别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
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外交部9日举行中外媒体吹
风会。 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赴印
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并对尼泊尔进行国事
访问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罗照辉指出， 习近平主席将应印度总理莫迪和尼泊尔
总统班达里邀请， 于10月11日至13日分别赴印度金奈出席
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此
访是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后， 习近平主
席首次出访，也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23年再次访尼，将为中
印、中尼乃至中国同南亚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加强区域
互联互通与经贸务实合作开辟新空间， 为增进地区人民互
信与友谊搭建新平台，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新贡献。

罗照辉表示，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是世
界上仅有的两个10亿人口级别的大国。中印携手合作，不仅助力
彼此发展，而且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两国领导人去年在武汉举行首次非正式
会晤以来，中印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推进，有关分歧得到妥善管
控，两国关系步入平稳向好新阶段。在金奈期间，习近平主席将
同莫迪总理继续纵论天下大势，把脉龙象共舞，就事关中印关系
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深入沟通，为下一阶段中印
关系发展确定基调、指明方向，向世界发出中印一致声音，为当
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稳定性、注入正能量。

罗照辉表示，尼泊尔是中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
中国在南亚方向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伙伴。此次历史
性访问必将产生历史性影响。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班达里总统
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宴会，会见班达里总统，同奥利总理举
行会谈并见证签署多领域合作协议，会见尼共联合主席普拉
昌达、尼联邦议会负责人及有关政党领导人。两国领导人将
对中尼关系发展做出新规划，共同开启中尼关系快速发展新
时代，深化政治互信，夯实中尼世代友好的民意根基，推动两
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推进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
通网络建设，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中印
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
并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为互利合作注入新动力 为互联互通开辟新空间
———写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并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 � � �将吴文俊称为中国数学界的“泰
山北斗”也不为过。

1956年，他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
起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01年， 他又和袁隆平一起站上首届
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作为中国最
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 他提出的
“吴公式”“吴方法” 具有极强的独创
性，成就泽被至今，甚至激发了人工智
能领域的跨越。今年9月17日，吴文俊
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1234567……普通人看来再平凡
不过的数字， 在吴文俊眼中却如此美
妙，值得用一辈子求索其中之“道”。

拓扑学被称为“现代数学的女
王”。上世纪50年代前后，吴文俊由繁
化简、由难变易，提出“吴示性类”“吴公
式”等。他的工作承前启后，为拓扑学开

辟了新天地，令国际数学界瞩目。
吴文俊不满足于此，他又开启了新

的学术生涯：研究数学机械化。上世纪
70年代后期，他提出用计算机证明几何
定理的“吴方法”，开辟了近代数学史上
的第一个由中国人原创的研究领域。这
一方法后来被用于解决曲面拼接、计算
机视觉等多个高技术领域核心问题，在
国际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几何定理机器
证明研究与应用的高潮。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重大技
术创新发展基础。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认
识到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的重要性，也越
来越重视原创的价值。吴文俊是先行者。

上世纪70年代，《数学学报》发表了
一篇署名“顾今用”的文章，对中西方的
数学发展进行深入比较，精辟独到地论
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世界意义。

“顾今用”是吴文俊的笔名。正如
这一笔名所预示的， 吴文俊逐步开拓
出一个“古为今用”的数学原创领域。

他曾对人回忆：我们往往花很大力
气从事对某种猜测的研究，但对这个猜
测证明也好，推进也罢，无非是做好了
老师的题目，仍然跟在别人后面。

“不管谁提出来好的问题，我们都
应想办法对其有所贡献，但是不能止步
于此。我们应该出题目给人家做，这个
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吴文俊说。

中科院院士、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
究院原院长郭雷曾撰文回忆， 作为享
有盛誉的数学家， 吴文俊对中国数学
的发展有独到见解。

2017年5月，吴文俊辞世。北京八
宝山，千余人静静排着长队，为他送上
最后一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共和国荣光

吴文俊：

创“中国方法”，寻数学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