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多购彩者成体彩“锦鲤”
2020年我省中奖金额高达94亿元

告别不平凡的2020年，迎来
充满新希望的2021年！截至2020
年12月31日，山东体彩全年通过
148.92亿元的发行量，筹集体彩
公益金38.84亿元用于各项公益
事业，聚力公益，责任出“彩”。与
此同时，体育彩票也为山东购彩
者带来无限惊喜和好运，各玩法
全年中奖金额高达94亿余元，全
年电脑彩票总中奖注数为7 . 32
亿余注，顶呱刮中奖票4371万余
张，成就了众多大大小小的体彩

“锦鲤”，为2020年交上了一份幸
运满满的中奖答卷！

据统计，山东体彩购彩者在
2020年共收获67注百万及以上
大奖，其中超级大乐透47注，7星
彩6注，传统足彩7注，竞彩足球1
个，顶呱刮6个。

盘点2020年山东体彩的大
奖，最为抢眼的当属超级大乐
透，全年为山东购彩者奉献了47
注500万元以上大奖，包含16注
千万及以上大奖。2100万、1916
万、1800万、1609万……一个个
激动人心的奖金数字频频登上

“大奖榜”，不断沸腾着齐鲁彩
市！从单期获奖金额来看，青岛
购彩者在第20074期中得4注824
万元一等奖及其他奖项，中奖总
额高达4171万余元！除千万大奖
外，百万、十万、万元大乐透大小
奖层出不穷，熠熠生辉，让山东
成为公认的大乐透中奖福地！

回顾这一年，7星彩幸运号
码无处不在，全年为我省喜爱这

一玩法的购彩者们送上6注头
奖，带来了一次次惊喜遇见。
2020年10月，全新上市的7星彩
闪亮登场，奖金成色更足，中奖
条件更多，成为彩市中最亮的

“星”！
2020年，顶呱刮即开票同样

魅力不凡！不断推出新票丰富大
家购彩选择，还推出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回馈购彩者。据统计，这
一年山东购彩者共刮出了560个
万元及以上大奖，其中150万元
大奖2个，100万元大奖4个，10万
元及以上大奖97个。

作为百万元大奖的又一个
“阵地”，传统足彩魅力不减，足
彩百万大奖不断上榜。另外，排
列3、排列5玩法简单，倍投也能
中大奖，排列5全年中出535注10
万元头奖，临沂购彩者通过倍投
收获排列5第20195期1000万大
奖。体彩的每一种玩法都凭借自
己独特的魅力，让购彩者体会到
中奖的惊喜感和奉献爱心的成
就感。

迈向崭新的2021年，经典玩
法超级大乐透，携手焕新登场的
7星彩和牛气满满的即开票，以
及其他玩法，将继续为我省购彩
者们送去惊喜和大奖！也愿大家
在追寻大奖的同时，量入为出、
理性投注，奉献爱心、助力公益，
获得大奖与公益的双丰收。为新
的一年增添希望，为每一个梦想
添彩！

(朱德慧)

2020年12月27日，7星彩
第20132期开奖，中奖号码
552979+6，枣庄一位幸运儿中
得当期一等奖一注，获得奖金
500万元，近日，这位中奖者刘
先生(化姓)前往省体彩中心
兑领了大奖。

刘先生买彩票已经有好
多年了，是不折不扣的“铁
粉”，谈起7星彩，刘先生就打
开了话匣子：“从很多年前我
就开始买7星彩了，每期就买
几块钱的，雷打不动，但是一
期不买，就感觉少了点啥，这
么多年，彩票已经是我生活的
一部分了。”刘先生酷爱7星
彩，也买大乐透、排列三等其
他的玩法，在他看来，买彩票
就是买一份希望，怀揣彩票等
开奖的过程充满期待，也很美
好，中奖皆大欢喜，不中奖也
是为公益事业做了一份贡献，
乐在其中。

关于本期的号码，刘先生
说，这是他的“幸运数字”，至
于这组幸运数字的“来源”，刘
先生说，里边有电话号码，也
有生日数字，他把自己感觉

“有意义”的号码组合起来，长
期守号，在本次投注中，刘先
生就是采用了多期投注，幸运
中了500万大奖。刘先生笑称，

他属于“只管付出不问结果”
的人，平常买了彩票就放一边
了，根本没想过中奖的事儿，
这次也是一样。直到开奖后他
又去投注站买彩票，听到站点
里都在讨论大奖，他还在想，
是谁这么幸运？再一看中奖的
号码怎么这么面熟，原来就是
自己天天买的那一注！刘先生
说，突然中了这么多奖金，还
真有点懵，中奖后也是消化了
好一阵时间才缓过神儿来。

谈及中奖后的打算，刘先
生说，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
变，突然中奖自己也没有想别
的，就是觉得这么多钱，先买
两套房子，然后剩下的给孩子
作为教育投资，当然，还是要
继续做公益，买彩票是爱心的
体现，中奖后也想用更多的方
式回馈一下社会。 (孙秀红)

枣庄7星彩500万得主：
中奖号码来自幸运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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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残障人士死于无障碍通道，城市治理不该这么“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朱文龙

日前，有网友反映，深圳一
位身患“瓷娃娃病”的残障人士
陈小平，在回家途中因道路无障
碍设施不完善，在一个小坡道上
不慎从轮椅上跌落，导致脑部伤
势过重不幸离世。事发现场照片
显示，缘石坡道坡度较陡，且出
事前严重破损，分隔柱部分挡在
旁边的盲道中间。

有报道显示，陈小平生性乐
观，积极参加助残公益事业，被
朋 友 们 称 为“ 轮 椅 上 的 小 仙
女”。这样一位致力于残疾人融
入社会的公益人士，竟然被无
障碍通道夺取了性命，这实在让

人五味杂陈。尽管诸多细节有待
进一步确证，但从事发现场的照
片来看，相关责任人对无障碍设
施管理不善，正是导致悲剧发生
的重要原因。

无障碍设施对于残障人士或
者失能人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关部门对于无障碍设施的设
置，有着诸多的规定，如2012年
我国就颁布了《无障碍环境建
设条例》，明确和细化了政府在
无障碍设施建设上的责任。这
几年，各地在无障碍设施建设
上投入了不少力量，比如陈小
平所在的深圳市就提出，要加强
残疾人康复和保障服务水平，建
设无障碍城市。

不过从陈小平之死这件事

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些城市管理
者对无障碍设施的作用并不重
视。他们似乎只关心无障碍设施
有没有，至于那些不完善甚至不
达标的无障碍设施所暗藏的风
险，并没有放到心上。在这种情况
下，一些无障碍设施不仅没能给
残障人士或者失能人士提供方
便，反而给这些特殊群体添了堵。

报道中所提到的缘石坡道，
便是典型的例子。资料显示，缘
石坡道的作用是方便乘轮椅者
进入人行道行驶，按道理说，这
种坡道设计得应该是又平又
缓，但是从报道来看，导致陈小
平出事的缘石坡道却“坡度较
陡”“分隔柱部分挡在旁边的盲
道中间”。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

缘石坡道的坡度最高不得超过1:
12，分隔柱的间距宜为1 . 3米-
1 . 5米，很显然，这处缘石坡道并
没有达标。而更让人感到费解的
是，根据记者的调查，这样的缘
石坡道在现代化程度位于国内
城市前列的深圳比比皆是。有
不少残障人士在报道中直言，这
样的坡道，“对于坐轮椅的残疾人
来说通行有些困难”。

这位残障人士的话语，不啻
于对深圳的一记耳光。深圳作为
国内城市的翘楚，除了在经济上
有示范作用外，城市管理上也应
当起到引领作用。对无障碍设施
如此不上心，无疑损害了深圳形
象。希望陈小平的不幸，能让深圳
的城市管理者们警醒，别再让下

一个悲剧发生。
其他城市则应该从深圳的身

上汲取教训。城市管理者们要认
识到，城市治理的本质是提供良
好的公共服务，而在公共服务系
统中，对一些特殊群体的关怀是
一个重要内容。无障碍设施的管
理与维护作为对于残障人士与
失能人士关怀的硬件基础，体现
着一座城市的温度和良心，再怎
么精细管理都不为过。事实上，
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城市管理者完全有能力在物理
空间、行为规范、文化观念等方
面，为残障人士和失能人士构建
无障碍城市格局。这既是城市管
理者的职责所系，也是城市发展
的重要方向。

┬孔德淇

近日，媒体曝光“敦煌万亩
防护林遭‘剃光头’”，受到外界
广泛关注。当地相关部门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相关调查结果称

“未发现阳关林场林地大面积减
少”“调查中没有发现剃光头式砍
伐的情况”。针对当地所称的“防护
林面积6979亩”，媒体又爆出多份
此前披露的资料，白纸黑字显示
阳关林场“防护林13300亩”。

事到如今，国有林场的防护
林面积俨然成谜，转而成了社会
公众的心头之惑。当地红头文件

上“白纸黑字”显示的数字，和省
发布会上通报的为何如此悬殊？
这个疑问不彻查、解释清楚，恐
怕无法服众。

一个简单的调查通报，竟得
出一个与此前红头文件相互矛盾
的统计数字，令人深感诧异，这显
然不该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应有
所为。眼下此事舆论热度持续走
高，调查结果通报更让当地陷入次
生舆情危机。在网上，网友纷纷追
问：两个数字孰真孰假？背后是否
隐藏着什么，出现了造假的情况？
这些也合力形成共同的舆论诉
求：不要敷衍了事，更不要试图

以此“掩埋”真相。
就此事来看，仍是“疑点连

着疑点”，很多疑点指向性明确
一致，即此次防护林事件到底是
数字问题还是作风问题？当地相
关部门有义务、有责任将事件真
正调查清楚，给出答案。无论如
何，国有林场的防护林面积都不
能“一题多解”，相关责任人是否
存在问题、应否接受处理，这点
更不应有斡旋余地。

根据实地调查，当地民众一
直持续反映毁林问题，也有包括
中央媒体在内的新闻机构进行
报道，但都经地方调查组核实回

应“不属实”，画了句号。此事没
有得到有效监管，显然也需要画
上一个重重的问号。

现实中不光是甘肃，部分地
方政府在调查回应中内容不清
晰、不准确，含糊其辞、语焉不详的
现象并不罕见，这难以缓解公众的
真相饥渴，倒是增加了很多人的疑
窦，给人“捂盖子”的观感。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
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既重要但也脆弱，需要
最大力度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
敦煌万亩防护林面积牵动着无数
人的心，关键性的数字不该成谜。
此事也提醒地方相关部门主动、依
法履职，认真严肃对待公众关切，
同时着眼于历史维度，将生态文
明建设摆在极高位置。

目前，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办
公室也已派员赴敦煌，就“敦煌
万亩防护林遭剃光式砍伐”问题
进行独立调查，相信事情很快就
会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敦煌毁林案”，防护林面积不该是个谜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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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者们要认识到，城市治理的本质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而在公共服务系统中，对一些特殊群体
的关怀是一个重要内容。无障碍设施的管理与维护作为残疾人与失能人士关怀的硬件基础，体现着一座城市的
温度和良心，再怎么精细管理都不为过。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