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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2014年首期超级大乐透爆出
一注千万巨奖，出奖地点位于我
省第03774投注站。在得知中奖喜
讯后，该站站长敲锣打鼓地庆祝
巨奖诞生。就在大家还在猜想巨
奖到底花落谁家的时候，幸运儿
小吴(化名)已经悄悄来到体彩中
心，独自一人低调兑取了千万巨
奖。

小吴是一位安静内向的90后
女孩，大学毕业后自己经营了一
家小店。前一阵子刚刚接触体育
彩票，在站长的指导下，她开始尝
试复式投注。“把我自己看好的号
码多选几个，这样能提高命中率，
而且号码组合起来也越来越有意
思了。”1 月 1 日下午，小吴路过

03774投注站时，想到自己看好的
号码，想着新年第一天或许可以
博个好彩头，于是原样照打了出
来：6+3小复式，投入36元。

“当天晚上我在网上看的开
奖号码，先看后区全中，然后开始
对照前区，也全有，心就开始怦怦
直跳。”小吴说以前看到别的彩民
中奖，总感觉只有玩了很多年的
老彩民才能中大奖，像自己这样
的菜鸟中个小奖项就能开心好几
天，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揽
获巨奖。小吴手中的复式票命中
当期一等奖一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二等奖2注，单注奖金92763

元，除此之外还中得当期四等奖5

注 ，五 等 奖 1 0 注 ，奖 金 共 计

10206526元。这么多奖金摆在眼
前，年轻的小吴瞬间变成富豪。

对于一夜变富豪这种事情，
小吴坦言自己有点承受不了。“奖
金太多了，我一下子也不知道该
咋办。”当晚小吴就打电话将中大
奖的事情告知父母，家人一起安
排奖金的分配和安置。小吴说，奖
金要考虑周全用在合适的地方，
尽量让自己的人生平稳一些。

2014年的第一注巨奖已经尘
埃落定，青岛市民茶余饭后仍在
讨论着大乐透的传奇，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期待体育彩票能给我
省的广大彩民朋友们带来更多的
幸运和惊喜。

(杨晓婧)

伴随着2014的到来，1月2

日，“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在
寒冷的冬日带着温暖的脚步
走进日照市五莲县叩官镇南
回头小学。日照体彩中心和五

莲体彩办的工作人员将崭新
的乒乓球桌、篮球、排球、足球
等体育器材和用品送到学校。

叩官镇南回头小学靠近
南回头村，虽然包含了附近4

个村的学生，却只有150个学
生和8个老师。学校一共有42

间瓦房，三间小小的瓦房才能
凑成一个上课用的教室。

在工作人员安装乒乓球
台时，周围站了一圈怯生生围
观的孩子们。只听一个孩子用
青涩的声音问工作人员：“叔
叔，这个乒乓球台真的是给我
们的吗？以后我们可以一直都
玩吗？”在得到了确定的回答
后，孩子们顿时雀跃了起来。

“给我跳绳”，“我要这个
毽 子 ”，“ 咱 俩 去 打 乒 乓 球
吧”……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
了，器材被分发下去的那一
刻，孩子们在操场上撒起了欢
儿，跳绳的，打篮球的，打排球
的。这时刚刚组装好的乒乓球
台上已经开始了激烈的对决，
学校的上空不时回荡着孩子

们欢快的笑声。
“我们学校由于体育器材

比较匮乏，孩子们上体育课只
能跑跑步，跳跳绳。现在不一
样了，多了这么多器材，老师
也有发挥的空间了，孩子们的
体育课和课余生活也能丰富
多彩了，真的太感谢体育彩票
了！”韩校长说。

欢声不停，笑语阵阵，南
回头小学俨然已经成为一片
欢乐的海洋。“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作为一项爱心助学工
程，共为全省条件艰苦、严重
缺乏基础体育设施的161所中
小学捐赠总价值200万元的体
育器材和体育用品。日照体彩
将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青少
年教育成长，将孩子们的梦想
变为现实。 (李莉 刘紫悦)

““公公益益体体彩彩，，快快乐乐操操场场””走走进进日日照照五五莲莲
玩转11选5之：

连号与斜连
连号，是指相邻的连续几个号

码。例如，二连号0 2 0 3、0 8 0 9等，
三连号01 02 03、03 04 05等，四连
号02 03 04 05、05 06 07 08等。统
计显示，在高频“11选5”的5个开奖
号码中，出现连号的情况约在95%

以上。
斜连，即：从走势图上看能斜

着连在一起 (中间没有空格 )的号
码，具体是指上期某个号码与本期
某个号码是连号。例如，上期奖号
07，那么本期号码06或08就是07的
斜连号。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我我省省9900后后美美女女低低调调领领走走
大大乐乐透透11000000万万巨巨奖奖

陈海文等五名委员希望日照高等教育再上一层楼

整整合合专专科科院院校校组组建建““日日照照学学院院””

日照八张城市名片中，“大学科技园区”是其中之一。随着
日照大学城的建立，全市已有多所高职高专、本科院校入驻，
唯独没有一所本地本科院校。本次两会上，陈海文等五名市政
协委员联名提案，希望能组建“日照学院”。

日照大学城内

多为外地高校

陈海文介绍，目前在日照大
学城就读的在校生有8万多人，教
职人员近3000人，高等教育在日照
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
日照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各类
人才的巨大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8日，日照市政协委员、日照
市国土资源局法规科科长陈海
文介绍，日照市大学城多为外地
专业类高校，且把部分专业放在
日照，从学科限制和人才培养等
角度都对发展高等教育形成一
定的制约。

五委员联名提案

建立综合性大学

今年的日照两会上，日照市
政协委员陈海文、董全宏、赵琦、
肖丽、秦静联合提案《关于整合
日照专科院校，组建日照学院的
建议》，建议进一步整合教育资
源，建立以城市冠名的综合性大
学——— 日照学院。

“如成立一所综合性高校，根
据需要，设定学科，培养各类人才，
必将为日照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的智力支持。”陈海文说。
“可以整合日照市专科院校

现有资源，选定一所高专院校冠
名日照学院，并在专科专业的基
础上提升本科专业。由市政府牵
头成立推进组建日照学院领导小
组，争取政策、尽快着手专家论
证，尽快进入项目确定、项目申报
等程序，以优异资源为前提，以优
势组合为契机，争取为日照市开
创深厚的高教竞争资产和深远的
品牌精神资产。”陈海文说。

组建“日照学院”

打造城市名片

据陈海文介绍，近年来，我
省一些地级市拥有或成立冠城
市名称的高校，对提升城市知名
度有积极的作用。

日照市若能办好日照学院，
将其打造为日照城市形象的文
化名片，必将对提升城市品味有
很大帮助。

对于日照学院成立后如何
发展，提案中也进行了畅想———
构建高校产学研合作与社会服
务网络体系，搭建校地、校企产
学研合作平台，支持高校与政
府、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
合作关系。

本报记者 张永斌

1月1日，第五届“好客山
东·五莲贺年会”暨杏石温泉
度假村开业仪式举行，标志着
日照市首家温泉度假村正式
开门纳客，从此日照市民多了
一处休闲养生的去处。

日照市政协委员、山东地
矿新能源公司董事长李振函
介绍，日照市目前已发现6处地
热异常区，即五莲管帅地区、
莒县陵阳—店子集地区、东港
区小黄山一带、岚山汾水一
带、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奎山
地区、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卧龙
山滨海地区等，地层、构造、岩
浆活动等具备地热温泉成矿

地质条件。
“除五莲县管帅开发的杏

石温泉现已启动运营，日照经
济技术开发区奎山地区、山海
天旅游度假区张家台、东港区
日照街道和莒县店子集地区
地热井先后施工并将完井投
产。”李振函说。

对于地热能的利用，李振
函说，可以将低温地热资源用
于浴池和空间供热以及用于
温室、热力泵和某些热处理过
程的供热，同时还可以利用干
燥的过热蒸汽和高温水进行
发电，利用中等温度水通过双
流体循环发电设备发电等。

“以齐河地热开发示范基
地为例，它立足于地热研究应
用与开发，建立了一套以发展
旅游休闲为主体的地热能综合
利用系统，应用地热资源梯级
综合利用系统技术，根据地热
水的温度，一方面开发温泉疗
养、室内供暖，同时依托地热井
从事温室大棚有机蔬菜、花卉
种植等。”李振函说。

李振函说，日照市应加快
开发地热温泉资源，打造滨海
温泉旅游产业，弥补日照市淡
季旅游市场的空白，“形成日照
市‘蓝天、碧海、金沙滩，上山、
下海、泡温泉’的旅游新格局。”

日照市政协委员李振函：

加加快快开开发发温温泉泉，，弥弥补补淡淡季季旅旅游游市市场场

日照市蕴藏丰富
的地热能资源，日照市
政协委员、山东地矿新
能源公司董事长李振
函建议，应加快地热资
源的开发力度，发展地
热旅游、温泉房车等地
热产业经济，实现日照
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
全面和谐发展。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李振函介绍，日照还有好多处地热资源可以开发利用。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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