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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各市体彩开展公益“暖冬活动”
体彩人的别样“年味”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传统节日，让
大家暂时忘记了工作。然而，还有一些
体彩人，节日期间依旧驻守抗疫一线、
留守岗位值班、开展户外销售，他们用
坚守，
营造出了不一样的
“年味”
。

做好抗疫一线保障工作
一年一度的春节前后，也是江苏体彩开展公益“暖冬活动”之
时。年前，苏州体彩、泰州泰兴体彩、常州金坛体彩纷纷行动起
来，
组织人员慰问一线的体彩网点以及火车站一线工作人员。

泰州泰兴体彩春节慰问暖人心
1月27日，泰州泰兴市体彩工作
人员来到网点慰问每位业主及销售
员。在此次活动中，泰兴体彩对各个销
售网点工作人员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
问候，销售员们也对慰问组表示热烈
欢迎。向各销售网点发放新年物资，包
括：食用油2瓶、打火机1盒、窗花、对
联、挂历以及慰问信。此外，中心叮嘱
各网点工作人员：
“ 春节将至，人员流
动量增大，希望大家在保护好自己的
同时，做好疫情防护，进行人员登记和
体温测量。”

苏州体彩慰问火车站员工
1月26日上午，2021年苏州体彩
“暖冬活动”集中走访慰问活动如期进
行。苏州团市委、苏州市体彩中心组成
爱心走访小组赴苏州火车站看望火车
站一线工作人员和春运志愿者。爱心
走访小组询问火车站一线工作人员关
于车站的日常工作流程、疫情防控措
施，向一线工作人员和春运志愿者送
上慰问品，提醒大家做好个人防护，并
叮嘱他们在一线奋战的同时注意自身
安全，做好防寒、防疫措施。
“ 暖冬行
动”是共青团的传统品牌活动，多年来
一直得到苏州市体彩中心的大力支
持。苏州体彩一直致力于各类爱心活
动，也是践行责任彩票的重要举措。未

来苏州体彩也将继续为社会弱势、重
点、特殊青少年群体送去温暖和关怀，
责任彩票将在全社会彰显温度、深度
与力度！

常州金坛体彩开展走访慰
问活动
1月25日上午，由常州市金坛区
体彩中心组成的慰问小组一起深入体
彩 网 点 ，开 展 走 访 活 动 。大 家 来 到
04610、 04696、 04626、 04617 和
54660网点，他们都是有实际困难的
体彩从业人员，或疾病，或生活困难，
慰问组鼓励他们要乐观勇敢地面对生
活，克服困难，体彩是个有爱心的温暖
大家庭。同时，为业主送上精心准备的
大米、色拉油等春节体彩暖心大礼包。
在走访网点的过程中，慰问组也表示，
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做好打
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加强
自我保护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不要参
加聚集活动，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动，
坚决持续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博卡青年通过官方推特哀悼称：
“博卡青年为特维斯父亲的去世表示
哀悼，希望这个时候充满痛苦与悲伤
的特维斯一家坚强。”
特维斯的养父实际上是特维斯
姑姑阿德里亚娜的丈夫，特维斯的父
亲在其没有出生时就去世了，而塞贡
多则成为了特维斯的养父，一直对特
维斯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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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申请24小时值班
大年初一早晨，西藏体彩即开部
负责人李佳来到单位值班，
“过年期间
正常开展即开销售，如果有代销者来
取票，值班人员要负责即开票出库工
作，如果有代销者或购彩者来电询问
相关活动内容，
还要负责答疑解惑。
”
他

为市民欢度春节助兴
这个春节，湖北省荆州市体彩代
销者张志一直忙着参与品牌落地推广
活动，为市民度过喜庆快乐的春节助
兴。有时在店门口，有时去到商业中
心，有时在景区门口，春节假期几乎没
有休息，他说：
“ 因为体彩是我热爱的
事业，
工作再久也会感到快乐。
”
张志的体彩实体店是英超利物浦
队主题店，他提前在网上定制了利物
浦队主题钥匙扣、
帽子、
手机壳、
马克杯
等，
作为礼物在春节期间送给购彩者。
能给购彩者送上快乐，张志感到
很开心。
“ 一家人一起刮体彩即开票，
形式新颖，过程中还藏着惊喜，已经成
为很多人过年期间的另一种娱乐方
式。”张志说，
“通过户外销售既可以为
购彩者送上好运和祝福，也能向大家
介绍体育彩票为国家和社会公益事业
作出的贡献，这个春节过得别有一番
滋味。
”
王红亮 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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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维斯养父因新冠并发症去世
据英国媒体《太阳报》的消息，阿
根廷前锋卡洛斯·特维斯的养父塞贡
多·雷蒙多·特维斯因为新冠并发症去
世。特维斯伤心过度，也退出了博卡
青年对战纽维尔老男孩队的比赛。
特维斯的养父在去年感染了新
冠，经过治疗后一度康复，但最近因
为一系列并发症再次引起了健康问
题，
最终不幸去世。

2月11日农历除夕早晨5点，吉林
省通化市体彩中心主任姜德昌和工作
人员孙赞博已到岗，他们负责154人
医疗团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实际上，通
化市体彩中心共有9名员工，在年初疫
情严峻时期，他们全部参与到支援疫
情防控工作中，其中7人因在核酸检测
志愿服务中，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
而被隔离。即便如此，姜德昌和孙赞博
并未退缩，
依然坚守岗位。
除夕当天，当地有关部门为抗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准备了新年礼物和饺
子，姜德昌和孙赞博负责采购和运送
物资，
“礼物有福字和红色袜子，
医护人
员不能回家过年，
我们要给他们家人般
的温暖。
”
姜德昌说，
“对于医护人员的情
况，
我们也需要完全了解，
有一位护士对
葱蒜过敏，
我们给她送去了没有葱蒜的
饺子。
”
姜德昌和孙赞博结束一天的工作
回到家时，已经是夜里10点半，他们的
家人已围坐一起等着他们吃年夜饭，
但是姜德昌说：
“ 酒不能喝了，第二天
还有后勤保障工作要做。好在通化的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形势趋于稳定，一
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

告诉记者，
“值班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安
全，
还要贯彻执行
‘门前三包’
制度。
”
李佳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四川内江
老家，但为了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他
选择春节留在拉萨。原本值班安排的
是白班、夜班两班倒，由于今年春节与
藏历年是同一天，为了让藏族同事安
心过双节，李佳主动申请值班24小时。
“以前大多是藏族同事值班，让我们外
地人回家好好过年。今年既然我们留
在这儿，就应多承担些，让藏族同事好
好过春节和藏历年。
”
西藏体彩员工冯佳骥同样选择就
地过年，大年初三也主动申请24小时
值班，与远在四川的妻子和孩子只能
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云团聚、云祝福。
虽然非常想念家人，但他并不后悔自
己的选择，
“ 毕竟响应政府号召，履行
工作职责是第一位的，以后有休假机
会时再弥补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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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萨罪臣朗格莱遭媒体集体差评
本轮西甲，巴萨在占据优势的情
况下却被加的斯1比1逼平，比赛结果
令人遗憾。巴萨进攻效率不高，依靠一
个点球才取得领先，如果能将1比0的
结果保持到终场，球迷也能接受，然而
最后时刻，朗格莱送出无谓点球，他在
禁区边缘内踢倒索布里诺，阿莱士主
罚点球命中，加的斯的龟缩战术让他
们获得1分。
赛后《马卡报》的球迷投票中，朗
格莱位列倒数第一，评语指出：
“ 这位
法国球员主演了比赛中不幸的一幕。
全场比赛他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却
送出了一个幼稚的点球，他不合时宜

地踢了对手。他距离巴萨中卫该有的
水准有点远，可以说非常远。甚至都配
不上现在这支巴萨。
”
《每日体育报》也给了朗格莱全场
最低分3分，评语指出：
“在皮克的保护
下，朗格莱看上去更淡定和安全，然而
一次幼稚的错误，
让巴萨丢掉了2分。
”
本赛季朗格莱多次犯下错误，国
家德比上他就曾拉倒拉莫斯送出点
球 。他 过 去 的 那 种 可 靠 性 完 全 没 有
了 踪 影 ，甚 至 连 乌 姆 蒂 蒂 都 能 让 他
坐 替 补 席 。科 曼 一 直 要 求 引 进 埃 里
克·加西亚，事实证明荷兰人的要求
很合理。

皇马三大球星即将复出
但赶不上欧冠淘汰赛
皇马近期遭遇伤病潮，但三名大
将即将复出，那就是罗德里戈、阿扎尔
以及巴尔韦德。
在上周日的训练课结束之后，
罗德
里戈上传他跟阿扎尔、巴尔韦德的合

影，
写道：
“我们将很快回归。
”
《马卡报》
表示，虽然三人恢复情况都很好，但是
赶不上周中与亚特兰大的欧冠比赛。因
为队内的大面积伤病，
齐达内将不得不
征召大量的年轻球员备战欧冠淘汰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