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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第 20030 期（4 月 27 日 20:10 开始
销售）起，体彩大乐透将开启本年度全国
范围内的大派奖活动，派奖总金额高达
9.9 亿元，活动预计持续 25 期到 6 月下
旬结束。据悉，这是自去年大乐透新规
则实施以来，迎来的首次全国派奖活动，
也是大乐透继 2018 年 6 亿元大派奖后
再度开启的全国派奖活动，更是大乐透
史上力度最强的一次派奖活动。

9.9亿！史上最强力度派奖

今年的派奖总金额高达9.9亿元，一
跃超过 2018 年的 6 亿元，为史上最高。
根据今年大乐透派奖方案，在9.9亿元派
奖资金中，5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4.9亿
元用于幸运奖派奖。今年的大乐透派奖
活动，不仅总金额为史上最高，覆盖面也
更广，派奖奖级囊括了一等奖到九等奖
的全部奖级，将让更多购彩者受益。

3600万！一等奖奖金再突破

根据大乐透派奖方案，在 9.9 亿元
派奖资金中，有5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
每期 2000 万元，持续约 25 期。派奖期
间，进行追加投注且中得一等奖的彩票，
即可同时中得派奖奖金，派奖奖金按注

均分。派奖期间，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
奖金最高可翻倍，也就是说 3 元追加投
注，最高可中得3600万元。

大乐透上市以来，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奇迹，走进体彩实体店购买一注追加
投注的大乐透彩票，也许下一个奇迹你
就是主角。

幸运奖登场！创新派奖普惠大众

如果说感觉一等奖派奖离我们有
那么一点点距离的话，那么幸运奖可
谓是绝对的亲民，今年的大乐透派奖
有 4.9 亿元用于幸运奖派奖。幸运奖
顾名思义就是让每一位购彩者都能
感受到大乐透派奖带来回馈和幸运
的奖项。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的
彩票票面宣传栏将随机打印派奖权
益，从而获得不同的幸运奖项，这也
是大乐透首次在派奖活动中加入此
类形式的派奖。

幸运奖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二至九
等奖奖金随机翻倍，根据不同的字样，二
至九等奖奖金乘以 2 倍或 1.6 倍；二是

“加油中国”或“光芒焕新”幸运奖，所有
进行追加投注的大乐透彩票，均有机会
收获“加油中国”或“光芒焕新”幸运奖3
元。在收获幸运的同时，也让我们为祖
国加油，期待战胜疫情、“光芒焕新”的日
子早日到来！

创新的幸运奖派奖，派奖力度大、覆
盖面广、普惠大众。

追加不能少！参与派奖的“必杀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总额 9.9 亿元
的大派奖活动，无论是 5 亿元一等奖派
奖，还是4.9亿元幸运奖派奖，都只针对
进行追加投注的彩票。

追加投注是体彩大乐透独有的一种
玩法，每注多花1元钱，中得一等奖或二
等奖后就能多得 80%的奖金，非常划
算。温馨提醒广大购彩者，参与 9.9 亿
元大派奖，追加投注不能少。

说了这么多，今年的大乐透派奖总
结一段话就是：派奖期间，以一张 3 元
投 注 的 大 乐 透 为 例 ，最 高 有 望 中 得
3600 万元封顶头奖；即使一等奖落空，
也有可能收获二等奖至九等奖 2 倍或
1.6倍奖金；即使未中出任何奖项，也可
有机会收获“加油中国”或“光芒焕新”
幸运奖3元。

详细活动规则请见中国体彩网或体
彩实体店2020年大乐透派奖公告。

此外，体彩的另一个重磅活动——
“益起来 绘精彩”体彩吉祥物征集，正在
火热进行中！活动征集时间为4月8日
至5月28日，这是体彩首次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吉祥物，无论你是专业设计师还
是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拿起画笔，画出你
心中的体彩吉祥物。据悉，最终将由专
家评审团评选出41件入围作品，其中包
括30件甄选作品、10件优秀作品和1件
冠军作品，可分别获得税前 3000 元、1
万元、8万元的奖励。

燃情四月，中国体育彩票活动多多，
惊喜不断。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在这
个暖暖的春天里，收获更多的美好和欢
乐吧！ （陈 敏）

体彩大乐透9.9亿元大派奖来了！
表：大乐透历年派奖金额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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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元

1.5亿元

3.6亿元

5亿元

5亿元

6亿元

9.9亿元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王文
隆 熊远帆 通讯员 胡吉星）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浏阳积极引导线上消费，
对疫情造成的经济活动收缩形成对冲
作用。记者昨天从浏阳市获悉，今年一
季度，该市实现网络零售额 15.67 亿
元，同比增长7.2%，网间经济逐渐“红”
起来。

浏阳市永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
1月30日启用“农品浏香”社区团购电
商平台，在平台上线新鲜蔬菜、水果、
肉类等 200 多个品种，为消费者提供

“线上下单、线下配送”服务。“平均每
天能接到 800 个订单，最多的一天达
到2000单。”永康电商负责人李敏说，
今年一季度，公司销售额达500万元，

同比增长200%。
数据显示，浏阳市农产品网络零

售市场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越
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实现“触网”外
销。今年一季度，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3.38亿元，同比增长32.8%。其中，网络
零售额排名前三的一级行业分别为休
闲食品、粮油调味、农资，网络零售额

占比分别为71.5%、15.9%、6.5%。
近年来，浏阳市将电子商务作为新

业态进行重点打造培育，目前在工商注
册的电商企业已有1000余家，其中年
交易额超1000万元的企业有20余家。

今年3月，浏阳市出台《关于加快
推进夜间乡间网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
见》，明确从完善“网间”基础、放大“网
间”空间、搭建“网间”平台、推进“网
间”融合等方面，进一步拓展“网”域，
让网间经济“红”起来。计划今年引导、
支持 100 余家企业“触网”转型发展，
并引导更多企业开展线上销售。

网间经济“红”起来
浏阳一季度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7.2%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庞莉 唐李佳）直播互动、投递
简历、在线面试……4月23日，湖南（株
洲）职业教育科技园2020届毕业生“空
中双选会”在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启动。当天，职教园携园区高校与“智

联招聘”等企业合作，为高校毕业生就
业搭建线上招聘平台，做好“云服务”。

职教园拥有10所职业院校，有应
届毕业生2万余人。受疫情影响，今年
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职教园通过“智
联招聘”线上招聘平台，为毕业生和用

人企业搭建沟通桥梁。据了解，参加这
次线上招聘的企业有 200 余家，包括
千金集团、步步高、红星美凯龙、中国
铁建、学而思科教等，涵盖医药卫生、
教育、电子、互联网、建筑等多个行业。

“能成为千金销售员是我的目标，

如有幸被贵公司录取，我会尽力做好
工作。”当天上午，湖南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2017 级药品经营与管理二班
学生王淼森通过“空中双选会”线上招
聘面试，被千金集团录取。

“这次线上招聘会不仅为毕业生提
供了就业平台，还通过线上筛选，能更精
准地帮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株洲职教
园管理办党组书记、主任谭伟生说，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广泛开展校企对接，建
立稳就业常态化机制，实现校企“双赢”。

为毕业生就业做好“云服务”

株洲职教园举办“空中双选会”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马如兰 欧阳桥喜

岳阳城陵矶客运码头东南侧，清光绪二
十七年修建的关房沉静肃穆。在这栋古建筑
深情注视下，城陵矶港环保提质改造项目正
在进行最后冲刺，确保4月25日竣工运行。

4 月 22 日，记者走进城陵矶港，船
只迎来送往，港口运行井然有序，一座
公园式新型港口已成型。

为守护好一江碧水，2018年，省港务集
团在城陵矶港投资4.1亿元，启动破解“扬
尘”和“排污”两大环保难题的提质改造项目。

走进港区，扑面而来的是一座巨大的
仓库。从栈桥上俯瞰，它宛如一颗巨型胶
囊。省港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城陵矶港
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尹显东告诉记者，
这是城陵矶老港环保提质改造项目主体
工程，总面积达5.1万平方米，是长江流域
首个巨型胶囊形散货仓库。

在胶囊1号转运站，牛勇等5名“蜘蛛
人”头戴安全帽、身系安全带，纵向排成一

列挂在外墙上，固定墙体瓦。牛勇说，为了
抢抓工期，他们每天工作14小时。

胶囊型仓库的最大作用，是防止粉
尘污染大气。尹显东说：“提质改造后，
使用微动力除尘导料槽、全封闭式作
业，从卸船、转运到存储、出货实行自动
化控制，可有效避免粉尘外溢。”

港区雨污水处理，也是一道难题。
尹显东说，“我们铺设了一整套管网，把
所有作业面上的雨污水收集，集中处
理，再循环用于喷淋降尘和绿化。这样，
就实现了污水零排放，彻底解决老港污
水直排江湖的难题。”

“胶囊”外、出货专列轨道旁，司机
卢铁钢等人正操作着4台装载机为专列
装车。“一次可装55 节车厢，约3500 吨
物料。”卢铁钢说。

外贸码头上，卸船、转运正紧张进行。
尹显东来到现场指导提质改造后3台桥式
卸船机进行“第一抓”。他告诉记者：“今天
是联调联试第一天，明天试运行。投产后，
港口年吞吐能力将达到1000万吨。”

最后冲刺
——城陵矶港环保提质改造现场见闻

“同城四馆”图书馆馆长直
播带货、著名学者郑佳明以《在
逆境中读书》为主题开讲……4
月23日上午，凤凰新闻客户端
风直播平台对“书香长沙2020
年 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云启动仪式”进行了在线直播，
吸引48.5万人次观看。

图书馆馆长荐书送福利、
作家直播传授阅读心得、QQ群
和微信群阅读指导、开通“阅读
公交”……疫情限制了线下阅
读活动的开展，省内各个公共
图书馆聚焦线上阅读各出奇
招，活动丰富多彩。

联合樊登小读者湖南省分
会举办线上亲子阅读抗疫活
动，主讲老师带领家长、孩子
共同阅读，通过微信群交流心

得；举办免费直播课、开展“猜
灯谜 赢 Kindle”网络迎元宵
活动……湖南图书馆的线上
系列阅读活动，1 个半月吸引
了近10万人次读者，阅读平台
总点击量达550多万人次。

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打
造的省级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湖南公共文旅云”，馆长荐书
——“我为阅读发言”有奖阅读
活动已推出两期，湖南图书馆
馆长贺美华、湖南省少年儿童
图书馆馆长金铁龙分别向读者
推荐了《中国能赢》和绘本《瞬
间收藏家》，受到读者欢迎。网
友“小麦”留言“直呼”：“馆长推
荐！买它！”

3 月 30 日至 4 月 19 日，湖
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举行的

“21 天阅读习惯养成计划”线
上活动，每天推出一部经典名
著动画短片。“活动符合少儿
的阅读习惯，女儿 4 岁，每天
都很开心参与。”家住长沙市
芙蓉区的丫丫妈妈说，以后有
类似活动还会积极参与。省少
儿馆活动部主任朱雨介绍：

“接下来我们会开展配套的魔
法乐读节活动，通过答题的方
式 巩 固 21 本 名 著 的 阅 读 成
果。”

4 月 23 日，4 辆橙色的“阅
读公交”从株洲神农大剧院出
发，开启数字阅读之旅。“阅读
公交”提供书刊漂流、扫码听
书、扫码资源下载、数字阅读等
服务，市民乘车的同时就可以
享受阅读之乐。

4 月 23 日，长沙市长
郡月亮岛学校三年级学生
陈俊佑和妈妈一起，点击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微
信公众号的“新语少儿听
书馆”，选择了一本寓言类
图书，津津有味地听起来。
陈妈妈告诉记者：“孩子非
常喜欢听书，每天至少听
半个小时，最近感兴趣的
是寓言类书籍。这种阅读
方式不影响视力，专业播
音员讲得生动有趣，我觉
得很好。”

打开手机读书看报、
获取消息，已成为现代人
的普遍阅读方式。

4 月 20 日，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通过网络直播
的方式公布了第 17 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成
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
保持增长势头，但纸质图
书和电子书的阅读量有所
下降，各类数字化阅读方
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
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
阅读等）的接触率均有所
增长。

在湖南，“云”阅读风
头日盛。4月23日，湖南图
书馆发布的《2019 年度阅
读报告》显示，2019 年该
馆馆藏书刊文献的借阅量
为 183.7 万 册 次 ，相 较
2018年的197.5万册次有
所下降。而2019年数字资
源总访问量，从2018年的
2283.1万次跃升至6492.4
万次，增长了近2倍。

不论你身在何处，只
要拥有一台手机、网络畅
通，手指点点即可获取海
量资源。方寸之间“阅”天
下的方式，赢得许多人的

青睐。近年来，在我国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推动
下，全国公共图书馆通过
数字图书馆项目建设，将
大量纸质阅读资源转化为
免费的数字资源，利用数
字服务平台或终端推送到
群众手机端，使数字阅读
服务推广成为促进城乡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
益的重要支撑。

打开“湖南图书馆”
公众微信号，“湖南图书
馆数字阅读平台”可以看
书、听书、看视频。书刊种
类丰富，包括法律法规、
文学、历史、军事、经管、
培训考试等多个方面，既
有传统经典著作，又有现
代 畅 销 书 刊 ，还 有 连 环
画。以首页的《中华诗词
库》为 例 ，其 中 包 含《诗
经》《楚辞》全集、唐诗、宋
词、元曲等，还有特设的

“给孩子的诗”选项。每首
诗 词 的 原 文 下 ，都 有 译
文、注释、评析、辑评、作
者简介等丰富的内容。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
该馆通过“天下湖南”网、

“一网读尽”数字阅读云平
台以及该馆微信公众号
等，向读者免费提供了 30
多万册电子图书、有声读
物，以及全国共享工程优
秀资源供读者免费阅读使
用，全省联合在线咨询所
有文献资料免费检索。“湖
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长
沙图书馆”“常德市图书
馆”“衡阳市少年儿童图书
馆”“湘西州少儿图书馆”
等众多公共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上，均有大量免费的
优质电子视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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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的普及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很接地
气，是人们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
不过过于碎片化，深阅读才能真正
达到阅读的效果。”著名作家、湖南
省作协副主席阎真认为，碎片化的
阅读更轻松，但很难实现阅读者文
化的沉淀、人格和艺术美学素养的
养成。成年人应该多读纸质书，理
性看待手机碎片化阅读的快感，调
整阅读方式。

“书籍对人的成长特别重要，
要读经典，读好书，不仅是好看的
书。读好书往往需要充裕的时间、
安静的环境、平静的心情，才能慢
慢品出其中真意。”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汤素兰表
示。4月23日，她通过直播的方式，
与读者们分享了“我的童话故事从
哪里来”。

“我们应该接受在互联网推动
下大众阅读习惯发生的改变，碎片
化的‘浅阅读’是对阅读需求的有
效补充，它让阅读变得更加容易、
更加平民化。”中国作协全委会委
员、省作协驻会网络作家向娟表
示，“云”阅读有效促进了普通大众
文化素养的提高，丰富了文化娱乐
生活。

向娟介绍，从2019年起，一些
大型文学网站开始尝试回到初创
时的免费阅读模式。“网络文学是
从免费阅读开始的，逐步发展到收
费阅读阶段。随着‘云’阅读的发
展，很多网站的盈利模式不仅仅是
阅读收费，有流量、广告、IP开发等
多种途径，这种情况下的免费阅读
回归对大众是很大的利好。”

作家们对阅读深浅的不同解
读，也是网络时代的一大特色。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陈薇
通讯员 杨庆怀 周丽丽

4月23日，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受疫情影响，今
年全省公共图书馆的活动大多在线上举行。“云”阅读
迅猛发展，再次引发人们对阅读方式的思考。

1.方寸之间“阅”天下
湘图“云”阅读量猛增

3.“浅阅读”普及性强
“深阅读”塑造人格

2.各出奇招
湖南“云”阅读丰富多彩

下图 4月22日，江永县女书生态博物馆工作人员开展读女
书、写女书、绣女书活动，迎接世界读书日的到来。江永女书是目前
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性别文字——妇女专用文字，流传于该县上江圩
镇及其近邻一带，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潘百旺 摄

上图 4月23日，长沙图书馆社科文献借阅室，读者在找书
看书。当天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该馆举行“书香长沙2020年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云启动仪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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