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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全运全运惠民
体彩助力筑牢体育事业“金字塔”

9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的圣火将缓
缓熄灭，但“全民全运”理念在三秦大地上燃起的
全民健身热情却不会消逝，全运会既给大众留下
了体育场地和设施作为礼物，也为竞技体育向上
发展提供了沃土。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群
众体育是塔基，竞技体育则是塔尖，而中国体育彩票
一直为筑牢体育事业这座“金字塔”在默默付出。

助力全运场馆建设
全运会场馆承载和传达着举办地的人文特

征、历史文脉和承办主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十四运会场馆的拔地而起，不仅成为城市的
新地标，带动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将引领
全民健身风潮，还将为体育产业发展赋能。

陕西省奥体中心是第十四届全运会体操比
赛场馆，同时也是本届全运会闭幕式的备用场
馆。该场馆在建设过程中，获得了体育彩票公益
金的支持。建设项目总投资6.07亿元，由陕西
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省财政预算资金、省体育
彩票公益金逐年安排解决。

陕西省体育局副局长张王平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十四运会
筹办工作启动五年多来，大量体育彩票公益金被
用于新建改建全运场馆、开展“迎全运”全民健身
系列活动以及参赛队伍备战训练等，其中仅省本
级体彩公益金就投入超过10亿元。陕西省体育
馆、长安常宁生态体育训练基地等一批重大体育
设施拔地而起，成为三秦大地新的地标和名片。

除了全运会主会场西安之外，宝鸡、咸阳、铜川、
渭南、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等陕西省内的九
个城市也承办了全运会的部分赛事，而这些城市的
体彩公益金，同样为全运会筹备举办作出了贡献。

支持全民参与全运
自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始，怀揣体育梦想

的普通人也有了圆梦的平台。全运会的舞台增
加群众体育项目，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办赛理念，翻开了“全民全运”的新篇章。

办群众参与的全运会，让全运会成为人民的
盛会。中央彩票公益金安排了6000万元用于资
助天津实施全运惠民工程，安排超过4500万元

用于全运会组织办赛。在彩票公益金的助力下，
2017年天津全运会开始之前，全国100多万人
参与当时的“我要上全运”预赛活动，最终7000
多人在天津参加全运会。本届陕西全运会则组
织开展了上千场“我要上全运”系列赛事活动，为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理念写下新的注脚。
“我要上全运”一直与中国体育体彩票紧密

相连，“中国体育彩票·我要上全运”2019年首届
陕西省男子篮球联赛、“体彩杯·我要上全运”
2020年咸阳市青少年U系列羽毛球赛、“体彩
杯·我要上全运”2021年河南省掷球公开赛、“体
彩杯”天津市“我要上全运”首届社区运动会……

中国体育彩票不断引导群众参与全运、融入
全运、共享全运，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健身的社会
氛围，促进了健康中国建设。

推动后备人才培养
本届全运会，许多省份的代表团人数创新

高，运动员在赛场的表现令人深刻。其中山东代
表团的运动员达到956名，山东省体育局副局长
张柄臣表示，能培养出这么多高水平竞技体育人
才，与基层体育工作分不开。

张柄臣认为，“在全运会、奥运会等顶级体育
赛事到来的时候，大众更多关注的是运动员获得
金牌的瞬间，其实竞技体育工作有大量的系统工
作。优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运动员、教练员的
艰苦付出和勇敢拼搏，离不开完备的竞技人才培
养体系。”

彩票公益金是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搭建
过程中最重要的资金来源，2020年，国家体育总
局共使用本级彩票公益金9.48亿元，其中大量资
金用于后备人才建设，如资助高水平后备人才基
地建设、开展U系列赛事体系建设、备战杭州亚运
会和巴黎奥运会梯队建设、改善训练条件等方面。

陈颖是集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女子手枪
冠军为一身的大满贯运动员，如今她依然以教练
员的身份活跃在射击赛场。从事教练工作后，陈
颖对体彩公益金对于后备人才培养所作的贡献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她曾说：“我从运动员走
上了教练的岗位，更加觉得很多年轻运动员非常
需要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也感谢体彩公益金在高
水平后备人才培养方面贡献了特别的力量。”

（文/丰佳佳）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也）昨日，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消息：
预计今日到28日白天，重庆将有雷阵雨，
部分地区伴有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东北部大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
雨；各地日最高气温大幅下降。

受冷空气和切变线共同影响，今日到
28日白天，重庆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部分
地区伴有雷电和阵性大风，其中今日夜间
到28日白天为最强降雨时段，东北部大
部地区大雨到暴雨。

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西北部及
东北部偏北地区中雨到大雨，雨量10～
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今日夜间到
28日白天，东北部大部地区大雨到暴雨，
雨量30～60毫米，局地80毫米以上。

在灾害风险方面，开州、城口、云阳、
巫溪等地暴雨、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专家
提醒各地加强防范。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27日白天：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阵雨
或雷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
气温 19℃～34℃。中心城区，雷阵雨转
多云，气温23℃～32℃。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西北部地区
雷阵雨转多云，其余地区阵雨或雷雨，雨
量东北部大部地区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
小雨到中雨；气温 19℃～32℃。中心城
区，雷阵雨，气温22℃～27℃。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偏东部分地
区阵雨转多云，其余各地多云到晴；气温
13℃～31℃。中心城区，多云转晴，气温
20℃～30℃。

支招
“秋老虎”迟迟不走
中医支招防秋燥

连续多日的“秋老虎”，让不少人感到
口干舌燥，“秋燥”成了不少人的烦恼。

重庆市中医院中医经典科副主任中
医师钟俊慧介绍，秋燥属于正常的气候现
象，如果燥气在体内太过，就会口鼻干燥、
还会有咽干口渴、皮肤干燥等症状，严重
的秋燥还会损害人的肺脏。

如何预防秋燥？钟俊慧建议：日常
饮食，多吃当季的蔬菜水果，如萝卜、南
瓜、黄瓜、梨、柿子、葡萄、柑橘等。同时，
适当多吃清热祛燥的粗粮杂豆类食物，
如麦片、玉米、绿豆、白芸豆等；肉类方面
建议食用鸭肉、河鱼、河虾等滋阴去燥的
食物。

此外，秋季滋阴润肺，补益肺气还可
按摩3个穴位：位于腕前区，桡骨茎突与
舟状骨之间拇长展肌腱尺侧凹陷中的太
渊穴，位于人体的面部在颏唇沟的正中凹
陷处承浆穴和鱼在手的第掌骨中点的桡
侧赤白肉际外际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本报讯 （通讯员 向忻）近日，大
渡口万有社区在辖区内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知识宣传院坝会，社区工作人员通过

政策宣讲、模拟分类投放，进一步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活动吸引200余名居民参
与。

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投放

雨来啦 天气变凉爽啦
今天到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左右

9月26日，重庆礼嘉嘉陵江大桥建成，
又为“桥都”增添了一张新名片。然而，从
设计之初到建设完工，礼嘉嘉陵江大桥修
建着实不易。

“结构设计新颖、施工工艺复杂、施工
环境特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土
木工程系教授聂建国院士曾评价，横在礼
嘉嘉陵江大桥面前有“三座大山”。

院士都说“难”的礼嘉大桥，到底难在
哪里？有哪些独特之处？昨日，礼嘉大桥
主创设计师、林同棪国际桥梁专业副总工
程师赖亚平介绍了这座大桥设计背后的故
事。

独一无二
“桥都”增添新桥型

赖亚平介绍，礼嘉嘉陵江大桥是全国
首例大跨径上承式梁拱组合预应力混凝土
刚构桥，桥梁采用创新结构体系，是在常规
连续刚构桥、空腹式连续刚构桥形式上的
新型组合桥型。

“设计之初，我们也考虑过多种方案。”
赖亚平说，就该桥的通航孔跨要求和地形
条件而言，梁桥、拱桥、斜拉桥、悬索桥在技
术上均可实现。但经过多次论证，都被一
一否定。

“礼嘉嘉陵江大桥全长785米，主跨跨
径为245米，这样的跨径不在悬索桥的经
济跨径范围内；采用下承式拱桥，由于桥面
距水面太高的原因，整体比例差，景观不协
调；中承式系杆拱桥从技术上可行，但如用
于本桥，因桥面太宽会导致其整体比例不
佳；上承式拱桥由于嘉陵江水位消落明显，
拱脚如要避开高水位情况下的通航净空，
主跨需增加至280米左右，会导致规模增
大，造价增加，因此，传统的拱桥形式都不
宜采用。”赖亚平说。

而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桥、
矮塔斜拉桥、独塔斜拉桥都是适宜的桥型

方案。不管是独塔斜拉桥还是矮塔斜拉桥
(双塔)，都能较好地满足桥跨布置和适应地
形地貌的要求。因此，当时设计的方案包
括独塔斜拉桥、矮塔斜拉桥、实腹式连续刚
构桥和上承式梁拱组合体系刚构+变截面
连续梁组合结构桥4种。

“我们最终的方案，是采用预应力混凝
土上承式梁拱组合连续刚构+变截面连续
梁组合结构形式。”赖亚平介绍，该桥型是
在常规连续刚构桥、空腹式连续刚构桥形
式上的新改型，借用下弦梁受压的特点，改
善连续刚构桥在服役期间极其容易出现的
跨中下挠度、腹板开裂等病害；采用无推力
自平衡体系设计，降低了对桥岸地基承载

力的要求，不仅为“桥都”增添了一种新的
桥梁形式，也让礼嘉嘉陵江大桥在国内跨
江大桥中成为独一无二。

独树一帜
桥铭牌采用磐石造型

礼嘉嘉陵江大桥横跨于嘉陵江两岸，
从造型来看既具有连续梁的简洁，又具有
拱轴线的美感，犹如一道彩虹悬于嘉陵江
上。

赖亚平说，大桥在整体造型设计上也
很讲究，根据远山延绵、近水涟漪的环境特
点，采用上承式梁拱结合的形式，桥面平

直，主跨跨中和边跨梁段底缘、梁拱结合段
梁底缘线形与下弦箱拱底缘线形一致，立
面呈拱形，彰显优美的曲线造型。梁拱三
角区不设拱上立柱，既具有梁桥的简洁，又
有拱桥的优美，形态自然过渡于山水之境，
同环境相得益彰。充分展现该桥所具有的

“造型之美”、“跨越之美”和“力量之美”。
值得一提的是，礼嘉嘉陵江大桥的桥

铭牌采用磐石造型，以砂岩质感和色彩为
底搭配红色文字使桥名醒目而独树一帜。
由于礼嘉大桥是城市快速路上的跨江桥
梁，车速很快，特意将桥铭牌设置于桥梁中
分带之间，便于过往车辆通过时能清楚地
看到。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礼嘉嘉陵江大桥有何独到之处？
礼嘉嘉陵江大桥主创设计师揭秘设计背后的故事

礼嘉嘉陵江大桥 上游新闻记者 甘侠义 摄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11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2 4 6 6 +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25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25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5 2 4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11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0 1 3 1 3 3 3 1 1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11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0 1 3 1 3 3 3 1 1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11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1 0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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