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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就是用一束光点亮另一束光，用一
颗心温暖另一颗心。作为国家公益彩票，成
立 26 年来，体彩始终关注公益事业的发展,也
在不断创新与公众互动的方式。11 月 14 日，
体彩+知乎发起互动话题“你有经历或看到
过，哪些微小但感人的暖心事”，邀请网友共
同参与微公益。

话题上线后，引起网友广泛关注与积极回
答，仅 4 天话题热度已突破 90 万，吸引了大量
网友热情讨论分享，并迅速冲上知乎热榜。

此次体彩+知乎推出微公益话题，通过一
个个具体细微的案例，让更多人意识到在日
常生活中随手可做微公益，可以被别人温暖
也可以温暖别人，从而号召更多人参与当中。

网友分享微公益故事
传递爱与温暖

体彩+知乎微公益话题上线伊始，就引起热
议，许多网友分享珍藏在心间“隐秘角落”的微
公益故事和温馨回忆。

有人说，参与过的公益项目中，印象最深的
是在“体彩快乐操场项目”中，看到一个新疆男
孩因为获得一副崭新的乒乓球拍而激动不已。
拿到球拍的那一刻，小朋友开心地跳了起来，围
着摄影师转圈圈，做鬼脸，并得意地向伙伴们炫
耀新球拍。一个小小的善举，竟可以带给他人
无穷的快乐。

一位网友分享了室友的故事。这位室友是
个农村女孩，家境贫困，读大学时拼命找兼职赚
学费和生活费，起早贪黑却赚不到多少钱。后
来，室友争取到了“体彩·新长城助学基金”助学
名额，“通知她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她一下子
就哭出来了，真的是稀里哗啦的，感觉一下子释
放了！”分享者感叹道。助学基金的“及时雨”，
燃起了这位农村女孩对未来的希望。而作为公
益受助者的她，后来也参与了支教，尽己所能地
传递着爱心与温暖。

达人讲述自身经历
萌物集合助力微公益

微公益理念背后的美好愿景，同样牵动着知
乎达人的心。

徐博闻是公益话题优秀回答者，在他讲述的
故事中，有的捐赠人与受助者素昧平生，仅靠书

信和互送礼物保持多年联系。他清楚地感到，
这些捐赠人将公益融入了自己生命之中，将爱
的火焰传递到了远方。他还了解到，体彩早在
2011年就开展了“滋蕙计划”“励耕计划”“润雨
计划”三项教育助学项目，助力发展乡村教育。
通过一注注体育彩票，本来是素未谋面的陌生
人，却能跨越时空的界限，相伴于需要帮助者的
左右。

拥有10万+关注者的知乎达人佩子临，从自
身经历出发，分享了在贵州参与对当地希望小
学捐赠的所见所感。当地贫困儿童通过手机接
触到外面的大千世界，但苦于没有钱接受教
育。从贵州回来以后，佩子临下功夫找资料，发
现体彩在教育帮扶这方面做得很好，公益金的
运用真正做到了“来之于民，用之于民”。他由
衷地认为：体彩公益从理念到行动，踏踏实实做
到了“对人的关怀”。

知乎达人们感受到的体彩公益成果，只是多
年来体彩践行公益事业中的一部分，而为了让
公益成果广为人知，更离不开体彩的持续创
新。如近日正式亮相的体彩吉祥物乐小星，就
是体彩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此次与知乎的联
动，更让乐小星有机会和知乎吉祥物刘看山“相
遇”，一起发现温暖，为公益发声。

两个吉祥物之间会发生什么故事？答案将
在11月 23日乐小星与刘看山的联名漫画中等
待探索，敬请期待！

微公益
让涓涓之爱汇成温暖海洋

中国体育彩票在以创新为驱动的发展历程
中，26年以来始终致力于传递公益温暖，通过打
造多姿多彩的公益活动，让公众感受到公益的
美好，增强对公益事业的认同感和关注度。未
来，体彩希望能让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分享爱心，用温暖感动世界。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每个人
的光芒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人、温暖世界的太
阳。体彩+知乎推出微公益话题活动，便是为了
发掘平凡人身上善意的光芒，凝聚公众的力量，
温暖每个人的心。

这个冬天，来知乎分享暖心小故事，见证乐
小星与刘看山的治愈故事。热心公益的你，也
可通过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进入体彩“微光海
洋”公益平台，为公益打call,共绘公益梦想，用
爱与温暖来抵御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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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我的菜品专门推出了小份，满足大家餐
桌的多样化，又不浪费……”“我们还专门在
饭点，走街串店，给大家宣传‘吃多少，点多
少，拒绝浪费’……”

昨日上午，重庆深化“吃得文明”践行“光
盘行动”巡回讲座继续开讲，第三场走进了渝
北区龙兴古镇。据悉，本场活动由市文明办
主办，上游新闻、渝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承办。该活动首期将安排8场，每周1场，从
11月6日持续到12月底。

“人平均每天需要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
周25种以上，这不包括调味品那些。听着有
点多，但分解成三餐后，并不难达到。”活动现
场，渝北区人民医院的陈波曼医生为市民带
来了《合理膳食健康生活》的讲座，她建议儿
童在最初添加辅食的时候，就应该要多样化，
每周需要达到15种以上。在蔬菜的摄入中，
深色蔬菜应占1/2。

“要想身体好，合理膳食外，还得运动起
来。而久坐不动，则会增加结肠癌、子宫内膜

癌的发生几率。”陈波曼医生称，每周至少进
行5天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以
上；主动身体活动量最好每天6000步。现在
的生活条件好了，每个家长都有一个期待，就
是自己的孩子能长高一点，加强运动必不可
少。

在大家谈环节，渝北区龙兴镇政府工作
人员侯林子表示：“镇政府也推出了‘光盘行
动，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活动，并为大家发放
了倡议书，提醒大家，在政府食堂用餐时，吃
多少，领多少。同时，还在政府食堂的醒目位
置，张贴标语，随时提醒大家，节约光荣。今
后，镇政府将继续带头进行‘光盘行动’，引导
大家树立文明用餐的习惯，让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蔚然成风。”

“来、来、来，学习一下‘光盘行动’！”“记
得吃多少，点多少哦！吃不完的打包带走，莫
浪费！”上午11：30，宣讲现场结束后，龙兴古
镇上8名文明用餐劝导员集体行动，带着“吃
得文明”践行“光盘行动”的宣传单，纷纷走进
了古镇的大小餐馆，上门宣传。

巡回讲座走进渝北龙兴古镇
抵制浪费文明用餐劝导员上门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 刁庆）近日，位于大渡
口区龙都社区双城路人行道两旁，“长”出了382
根路桩，困扰居民多年的乱停车辆占用人行道问
题在区人大代表的努力下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龙都社区双城路周围有盛世龙都、朵力品
道、公园尚城等5个小区，常住居民5万余人，
周围分布有多个超市和农贸市场。路桩安装
前，该路段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违章停车
数量多，各种车辆经常停放在人行道上，埋下
安全隐患。龙都社区在接到居民的反映后，将

事情报告给了大渡口区人大代表刘理国、李国
英。两位人大代表抽出时间详细调查违章停
车的原因。在走访过程中收集到群众意见后，
两位人大代表多次到该路段开展实地调研，详
细了解该路段周围小区停车管理的基本情况。

两位人大代表通过召开专题座谈会，根据
实际情况和群众建议，决定通过社区发动志愿者
做好相关车主的法制教育和宣传引导，同时与交
巡警衔接加强停车秩序管理。落实专项资金后，
在双城路人行道两侧新安装了382根路桩。

道路两旁“长”路桩 人车分流保安全

一个人到球队大巴必经之路上，举起横
幅为重庆当代加油；一个人往返苏州赛区15
次，不仅是为了现场看球……要说在已经结
束的 2020 赛季中，谁是重庆当代最铁杆粉
丝，这个人肯定是叶王强，他来自重庆自驾球
迷协会，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叶”。2020赛
季重庆当代的20场中超联赛中，只有9场比
赛对球迷开放，但叶王强却远征苏州赛区15
次之多，哪怕无法在现场看球，只能在球队大
巴的必经之路上手拿围巾为球队助威，他也
感到甘之如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
重庆当代球队球员感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

第一个到苏州赛区助威的重庆球迷
8月2日，是叶王强第一次前往苏州赛区为

球队加油助威，他成为2020赛季第一个到苏州
赛区为球队加油的重庆球迷。在当天对阵天津
泰达的第二轮联赛中，叶王强独自手拿为球队
加油围巾，在球队大巴车进入体育场的必经之
路上高喊：“重庆雄起，咚咚咚咚咚咚！重庆雄
起，咚咚咚咚咚咚。”这个助威视频很快传遍了
重庆各大球迷协会，“很多球迷看到视频后都告
诉我很感动，包括一些球员也转发了。”

“我觉得对于在场上踢球的球员来说，如果
身边有人呐喊助威，他们就会越兴奋，就会越有
激情。即使今年联赛最开始的时候是空场踢
球，球员在封闭的环境下肯定压力也比较大，我
就想让球队感受到来自球迷的支持。”叶王强最
终决定，去球队大巴前往赛场的必经之路上助
威，这在当时是唯一能让队员看到球迷支持的
方式。

第一次前往苏州赛区前，叶王强还专程向
相关人士了解情况，提前进行“踩点”，比如球队
大巴的行驶路线，大约前往比赛场地的时间，自
己在哪一段为球队加油最为合适。“苏州赛区管
理比较严格，如果在球场附近待太久，球场的保
安会要求你赶紧离开，所以去之前做一些准备
工作非常有必要。而且当时我一个人没法拍视

频，还是临时找了路过送餐的外卖小哥帮忙拍
的。”

8月21日晚，重庆当代1:0击败石家庄永
昌拿下赛季首胜，叶王强也出现在赛前球队大
巴前往赛场的必经之路上。重庆当代门将隋维
杰在比赛结束后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叶王强助威
的照片，并且配文“看见你默默的背影，真的很
感动，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们的心与你同
在。这场比赛的胜利只想送给你，感谢你的加
油！重庆雄起。”看到隋维杰的微博，更坚定了
叶王强去苏州为球队加油的决心，“很开心能给
球员带来力量，尽管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但代表
的是所有支持重庆当代的球迷。”

远征15次堪称赛季最强远征军
叶王强展示了自己手机上的订票记录，直

言自己也没想到最后去了这么多次。“赛季结束
后，我专门看了看自己的手机，数了数竟然往返
了15次之多，其中9场重庆当代对球迷开放的
比赛去了8场。这是我从2015年看重庆当代
比赛以来，个人远征次数最多的赛季。”据重庆
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尽管也有不少重庆球
迷多次前往苏州赛区看球，但远征次数都比不
过叶王强。

订票飞去上海虹桥机场，然后坐地铁去虹
桥火车站，再乘坐高铁去昆山或者苏州，在他看
来一切都是那么轻车熟路，“平均每隔三四天就
要去一次，比赛当天去，第二天回到重庆，就像
上下班一样熟悉。”叶王强说。值得一提的是，
别看叶王强往返苏州赛区15次，但花费却不
多，尤其是在机票方面并没有花多少钱，“到外
地看球，最大的花销是交通费用。今年因为疫

情，航空公司推出了随心飞的套餐，只要购买了
套餐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随意订票出行，所以
我买了一款2999元的套餐，绝大部分机票钱都
包含在里面。”

在中超比赛陆续向球迷开放后，叶王强更
是成为了苏州赛区的常客，本赛季让人印象最
深刻的比赛，是重庆当代在争冠组5-8名排位
对阵上海申花的次回合，这场逆袭让他看得酣
畅淋漓。“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我们在首回合1:
3落后的情况下，能够次回合以2:0扳平比分，
最后还赢了点球大战，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感
受到这样的激情。那场比赛我们在看台上特别
激动，比赛结束后声音都嘶哑了，离开球场后我
们一起去撸串，一醉方休。”

爱上重庆足球的老叶竟是安徽人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位重庆当代的铁杆球

迷竟然是安徽人。“我15年前来到重庆，然后就
扎根在重庆。2015年重庆队重返中超后，我就
爱上了这支球队，主场比赛一般都是每场必到，
客场也经常去。”虽然叶王强的重庆话至今没练
出来，但他对重庆当代这支球队的感情，绝对不
是“虚的”。

为了能够多看球赛，他把自己变成了“时间
管理大师”，“有的客场比赛是周日晚上进行，但
周一你得上班，不能请假吧。我就去了解火车、
飞机的时刻表安排好时间，做到看球工作两不
误。

2020赛季，重庆当代一开始成绩并不好，
叶王强对球队不离不弃，一直坚持去现场给球
队打气。“‘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不是球迷
白说的。在球队越是低谷的时候，我们越要和
他们一起，为他们呐喊加油。球队的成绩和我
们的人生一样不是一帆风顺的，成绩起起伏伏
很正常，输不怕但精神不能丢。就今年来看，球
队给我们的惊喜更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胜利，
这也让我们对他们在明年的表现更加充满信
心。”叶王强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

只身往返苏州15次
重庆当代年度最铁杆“远征球迷”是个安徽人

隋维杰为叶王强点赞

叶王强手持为重庆加油的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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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270期

基本号码
26 20 29 09 11 16 28

特别号码
24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20117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6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9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26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9 3 7 6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11月18日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011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8 10 12 16 22+03 09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