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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82期开奖公告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投注方式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直选 8716注 1040元 9064640元
组选3 12484注 346元 4319464元
组选6 0注 173元 0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2 2 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82期开奖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36注 100000元 3600000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2 2 9 9 1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462796元。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7564834元。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79期开奖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0注 —— 0元
二等奖 19注 23559元 447621元
三等奖 18注 3000元 54000元
四等奖 1033注 500元 516500元
五等奖 15223注 30元 456690元
六等奖 398297注 5元 1991485元
合计 414590注 --- 3466296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1 1 2 5 0 8 + 11

202364710.1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超级大乐透今日开奖
截至第21078期
奖池余额为

821042099.26元

中国体彩“2021年民间棋王电视争霸赛”40位县级棋王产生

公主岭冠军泪洒夺冠现场

7 月 8 日，中国体育彩票
“2021年民间棋王电视争霸赛”
吉林省县级棋王赛在全省拉开帷
幕，全省309位月度县级棋王齐
聚各参赛体彩网点，经过激励角
逐，共产生40位县级棋王。

在公主岭2219009837号体
彩代销点进行了公主岭市县级棋
王决赛。这里尽管场地不大，但
在公主岭市象棋协会的组织下比
赛氛围浓烈。经过一上午的角
逐，3月月度县级棋王王巍最终脱
颖而出，夺得冠军。

这位业余象棋老师在接受采
访时流淌下了激动的泪水。王巍
的职业其实就是和象棋相关，他
是一名民间象棋培训老师。他介
绍，“我从七八岁就开始接触象棋
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专业教青少
年下棋。我的偶像是王天一，此
外，许银川、胡荣华等一些棋手也
是我非常喜欢的。”说到此处王巍
有些动情：“我的老师今天也来到

了赛场，只是他没有参赛，我们一
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能坚持
到今天他帮助我非常多。”此时，
他的眼圈已经湿润了。他的老师
也连忙过来安慰：“这都是你自己
努力的结果，竞技体育最终是年
轻人的天下。”王巍的老师也是公
主岭市的民间象棋高手，曾经在
丹东参加中国象棋业余组比赛，
得过全国第15名。王巍说：“对
于我们民间棋手来说，中国体彩
举办这样的无门槛赛事，对于中
国象棋的推广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也可以扩大下棋的人群。你
看看在体彩站（代销点）就能举办
比赛，给参赛选手机会，也让我们
更多了解体彩。”接下来，王巍的
目标是能代表吉林省参加全国总
决赛。

公主岭市象棋协会主席代鹏
飞表示，为了更好地参与这次比
赛，公主岭市象棋协会号召公主
岭地区的象棋爱好者积极参与到
比赛中来。感谢体彩为广大象棋
爱好者提供了这样的比赛平台。
体彩公益金对象棋运动的普及和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这次
比赛将象棋与体彩有机结合、资
源共享，进一步扩大象棋运动的
覆盖面和参与度，传播体育彩票
公益公信价值，达到相互促进、共
同提升的目的。同时也期待公主
岭的参赛选手能够表现出优异的
水平，争取在地市级、省级乃至国
家级的赛事中取得好成绩

今年的全国象棋民间棋王电
视争霸赛与往年有很大不同，中
国体育彩票将棋王选拔从省级和
地市级，增加了县级和乡镇级棋

王，扩大了赛事覆盖范围，为广大
象棋爱好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
舞台。本次比赛时间为2021年3
月至10月，活动分为四个阶段：
全国海选阶段、地市及省级区域
赛阶段、全国总决赛阶段、棋王节
目制作播出阶段。经过此次的县
级棋王赛后，即将在8月初开展
吉林省地市棋王争霸赛，届时，县
级比赛的第一、二名选手将开始
地市级棋王的角逐，“棋王”桂冠
将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陈涛 文 鲁亮 图

7月11日是入伏第一天，全省气温
也似乎是响应着“暑伏”的到来，纷纷

“火爆”上升，其中白城、辽源11日白天
最高气温率先突破30℃，其余地区紧
随其后，也陆续升至28、29℃。11日夜
间，除白山、延吉外，其他地区最低气温

也超过20℃。
预计未来一周，省内大部分地区仍

将以降水天气为主，气温也将持续上
升，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未来三天，我省仍以阵性降水天气
为主，12日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

松原、长春有阵雨或雷阵雨。12日夜间
到13日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中雨，松
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
雨。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全省多云，
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
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王跃报道

入伏首天 全省气温火爆上升

又到一年一度的入伏时间，每年
人们都要经历头伏、二伏、三伏。俗语
说得好，“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
摊鸡蛋”，7月11日是入伏的第一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在踏查时发现，
长春市民十分应景儿，市区内各大饺
子馆在饭口时几乎家家爆满，大家都
想在初伏里和家人吃上一顿鲜美的饺
子，讨个好彩头。

饺子馆：客流量是平时3倍

11日下午1时许，修正路吉林大
学北门附近一饺子馆里顾客爆满，很
多点了餐的顾客都需要等好长时间才
能吃上饺子。记者注意到，这家饺子
馆的门面并不大，门上贴着饭店里的
各种特色菜，但是主打还是饺子。饭
店的饺子品类很齐全，而且明码标价，
便于顾客前来点菜。当天恰好是初
伏，饺子馆里已是座无虚席，都是来应
应景儿吃饺子的市民。

“今天的顾客真的比较多，特别是
中午午饭的时候，我们都忙坏了，感觉

今天的顾客至少是平时的三倍……”
服务员表示，不但来店的顾客爆满，而
且就连外卖业务也多了好多，他们要
一边照顾饭店里的顾客，一边伺候外
卖的顾客。

随后，记者又踏查了附近多家饺
子馆，情况与第一家类似，基本是家家
爆满。

头伏为什么要吃饺子呢？

头伏为啥要吃饺子？过去，初伏

之时恰逢麦收不到一个月，家家有
粮，一来有麦收后尝新的意思，二来
在提醒人们，夏季饮食不能含糊。

同时，夏天，人们容易食欲不
振，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恰好是开胃
解馋的食物。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称，饺子的外形像元宝，也有“元宝
藏福”的意思，吃饺子象征着福气满
满。人们在“初伏”吃饺子，希望能
平安度夏。更重要的是，“初伏”吃
饺子，再喝上热乎乎的原汤，发一身
汗，有驱散盛夏“毒火”，弥补闷热天
气体力消耗的作用。

据介绍，夏天温度很高，大量出
汗，这样就会损失不少蛋白质、氨基
酸，还会损失大量的B族维生素和
钾、钠等矿物质。而和大米相比，白
面粉中的蛋白质更高一些，B族维生
素和多种矿物质也比精白大米约高
出一倍，所以相比而言，吃面更有利
于补充营养，也更利于吸收。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
道 摄

初伏你吃饺子了吗？
长春市内各饺子馆生意火

7月 10日，超级大乐透第
21078期前区开出号码“02、08、
17、19、25”，后区开出号码“01、
05”。本期全国销量为3.02亿元，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09亿元。

头奖开1注1729万
+2注960万

本期全国共开出3注一等

奖。其中，1注为1729万元（含
768万余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
等奖，出自浙江台州；2注为960万
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浙江金
华、上海闵行区。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
投注，本期来自台州的中奖者在
单注一等奖方面，比金华、上海的
中奖者多拿了768万元，从而使得

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到1729万
元。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
注方式，在2元基本投注的基础
上，多花1元进行追加投注，可多
得80%的浮动奖奖金。

奖池滚存至8.21亿

二等奖开出91注，每注奖金

16.51万余元；其中32注采用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3.20万余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29.72万元。

三等奖开出261注，单注奖
金1万元。四等奖开出598注，单
注奖金3000元。五等奖开出
18626注，单注奖金300元。六等
奖开出17142注，单注奖金200

元。七等奖开出41848注，单注
奖金100元。八等奖开出630356
注，单注奖金15元。九等奖开出
6775889注，单注奖金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
后，8.21亿元滚存至7月12日（周
一）开奖的第21079期。

/中国体彩网

超级大乐透第21078期开出3注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