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点成为公益大本营
前天，记者前往金华采访黄志英这位金

华体彩推荐的“最美体彩人”候选人。第一印

象就是她非常热情开朗，笑容很具亲和力。

购彩者以及街坊邻居对她的评价也是好客豪

爽。但是鲜为人知的是，黄志英一个人撑起

一家门店的同时，还要照顾患有先天性重度

神经性耳聋的女儿，虽然女儿治疗费用很高，

她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公益事业里。

说起当初加入志愿者服务队的原因，黄

志英非常坦诚：“当然是为了孩子，想通过做

公益、行善事为孩子求得更多福报。而且，当

时我生完孩子后出现产后忧郁症，想通过与

社会接触来消解自己的负面心理；同时，我所

从事的体彩事业公益性，也更坚定了自己的

选择。通过参加志愿者公益活动，我的思想

有所升华。帮助别人，使自己更快乐，更阳

光，我也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2008年黄志英加入了志愿者服务队，随

后服务队从开始的 50 多人，增到现在的 145

人。黄志英也从一名普通志愿者成长为一队

之长，成为公益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她

的志愿者服务队活跃在宣传无偿献血、急救

知识以及关爱抗战老兵等系列公益活动中。

黄志英的体彩销售点，不但有定期的公

益宣传，店里有急救箱，还免费给环卫工人提

供冷热饮和休息，为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网点旁边多了一只专门回收旧衣物的“熊猫

箱”，还开展了急救培训活动。

“因为我的销售点在婺江边上，有不少市

民在江边散步，我就想可以宣传急救常识，以

防万一。”黄志英介绍说。她邀请了金华市金

东区红会志愿者急救培训师在销售点举行了

两场急救培训活动，吸引了彩民的积极参与。

2016年，黄志英还申请了将销售点挂牌

为志愿者服务驿站。同年8月，由黄志英牵头

的一场大型公益活动在销售点门口举行，不但

有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宣传，还有免费理发、

旧衣回收、急救培训、废物利用等活动，非常热

闹。黄志英的网点已成为公益大本营。

14年，无偿献血2.2万毫升
在黄志英的销售点上，记者惊讶地发现，

这里居然放置了一台跑步机。

“这是我用来保持身体状态的。每天没

机会在户外跑，就在店里跑，彩民也可以免费

跑。”黄志英笑着说，因为她每两周要献血小

板一次，血液质量很要紧，所以锻炼不可少。

黄志英很自豪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获得

的20多本无偿献血证，还有厚厚一叠全国献

血金银铜奖的证书，以及省无偿献血之江杯

奖牌。从 2003 年开始黄志英加入无偿献血

行列，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了 14 年，一共献血

60次，累计捐献血液2.2万毫升。

“当年第一次献血，完全是出于好奇。后

来收到血站发来的第一封感谢短信，就感到

很温暖，自己的血能救别人的生命，真比吃了

蜜还甜。后来，献血慢慢频繁，现在半个月一

次。帮了别人，成就了自己。”黄志英说。

2012年，黄志英在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

办公室、中华骨髓库、省防盲中心进行了器官

捐献、造血干细胞登记、眼角膜捐献登记。“我

们服务队有位名叫‘心舞’的角膜、器官劝捐

者，从她那里我了解了器官移植，觉得很好，

这也是生命的延续，我就把所有东西交给国

家了。”黄志英眼里放着光。

“金华志愿站”、“志愿驿站”、“红十字应急救护服务点”、

“环卫工人休息点”⋯⋯在金华市下官桥的3307156531体彩

门店，挂着许多匾牌，显示着这家体彩店有着与众不同的公益

服务特质。36岁的体彩销售员黄志英，是一位公益活动的积

极参与者和组织者。她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的理念，传递社会正能量。

这位金华姑娘的体彩网点成了公益大本营

天天跑步，为献血更健康
这位金华姑娘的体彩网点成了公益大本营

天天跑步，为献血更健康

下周欧冠、欧联杯小组赛又将开打。在赛程较为密集时，

周末联赛竞猜，对强队出冷不能掉以轻心。

曼城战升班马
三个手指捏田螺——十拿九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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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最美体彩人”评选活动

本报记者 陈学东

任九推荐

思文点彩

切尔西VS卡迪夫城 推荐：胜

两队实力有明显差距。本场切尔西主场让两球中水，如

此深盘下，切尔西赢球没有悬念。

曼城VS富勒姆 推荐：胜

曼城由于客场未能拿下狼队，导致积分榜上未能与利物

浦和切尔西并驾齐驱，本场迎战升班马，赢球基本无悬念。

纽卡斯VS阿森纳 推荐：平负

阿森纳在开局两连败后及时止跌，本轮它们客场挑战纽

卡斯尔，就目前的赔率来看，阿森纳应是不败格局。

沃特福德VS曼联 推荐：胜平负

沃特福德开局 4 连胜，状态出色，极有可能是一匹黑马。

就目前的盘口来看，沃特福德依然有爆冷可能。

拜仁VS勒 沃 推荐：胜

拜仁开局两连胜，而勒沃库森则两连败，两队反差很大，本

场拜仁主场作战，目前盘口为拜仁让两球高水，赢球可能性大。

莱比锡红牛VS汉诺威 推荐：胜

莱比锡红牛目前急需一场胜利来提升士气，本场主场对

阵汉诺威，就目前的盘口来看，莱比锡红牛有望迎赛季首胜。

门兴VS沙尔克 推荐：胜平

两队实力在伯仲之间，门兴不败的可能性稍大。

社会VS巴 萨 推荐：平负

巴萨目前与皇马在积分榜上并驾齐驱，本轮多名主力都

打了两场国家队比赛，体能肯定会受影响，所以防平有必要。

瓦伦西亚VS贝蒂斯 推荐：胜平负

瓦伦西亚新赛季的开局不太理想，本轮主场迎战贝蒂斯

没有受到赔率支持，此役瓦伦西亚出冷的可能性很大。

特约竞彩专家：任伯坚

多特蒙德VS法兰克福 推荐：胜

多特上赛季联赛发挥一般仅排名第4，新赛季2轮比赛1胜

1平；法兰克福上赛季排名第8，新赛季2轮比赛1胜1负。两队

下周中都有欧战任务，实力上多特要胜过一筹，上赛季联赛多

特主场对法兰克福保持7连胜，主场优势非常明显。从盘面上

看多特受到了庄家的青睐，取胜悬念不是很大，竞彩选胜。

巴黎圣日耳曼VS圣埃蒂安 推荐：让球负平

大巴黎新赛季4连胜，在法甲已几无对手；而圣埃蒂安在

法甲属上游球队，新赛季 1 胜 3 平，实力上虽与大巴黎相差较

大，输球在所难免。但大巴黎下周中要有场对利物浦的欧冠

小组赛，对大巴黎来说，欧冠才是它的重中之重，因此大巴黎

再次大胜概率不高，所以竞彩选让球平负还是比较理想的。

特约竞彩专家：林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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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8249期 投注总额：660556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28

4731

奖金

0元

1792元/注
10元/注

2018年9月13日

08 14121009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奖池累计61.6339万元滚入下期。 227，089，580.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应派奖金合计
2，200，000元
2，200，000元

中奖注数
22注
22注

奖 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4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9月1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306，180元

本期开奖号码：2 8 9 8 6
本期中奖情况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应派奖金合计
576，160元

0元
114，007元
690，167元

中奖注数
554注

0注
659注

1，213注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合计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1824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9月13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1，217，956元

本期开奖号码：2 8 9

本期中奖情况

9，218，379.4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3D
第2018249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701496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836元

浙江中奖注数

822
617

0

每注奖额
（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销售2909124元，返奖额1072198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9月13日

6 3 6

福彩双色球
第2018107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蓝色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6注

139注
1012注

53644注

1025906注
5679746注

奖金
8438555元/注

185533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我省中 1 注一等奖（义乌），7 注二等奖（杭州、温州各 2 注，丽水、台
州、衢州各1注）。
奖池累计11.4647亿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9月13日

浙江销量：26094228元

01 02 05 12 20 22 01

全国销量：317508712元

本地中奖注数
6注

457注
5，603注

单注奖金
4，344元

50元
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1824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9月13日

本期销售金额：157，000元

本期开奖号码：03 08 11 18 20
本期出球顺序：20 11 08 03 18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