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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动开始报名啦！
60万助学金资助全省120名贫困大学新生

又是一年盛夏时，这个夏
天，对于莘莘学子而言，最大的
幸福莫过于金榜题名，而有些
学子的忧愁却是被大学录取但

因为家庭困难无力圆梦大学。
为了减少这种遗憾，为社会培
养更多的栋梁之才，山东体彩
今年继续开展“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活
动，今年的活动由山东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大众网联合举
办，将为全省120名贫困大学新
生每人提供5000元助学金，总
共60万元助学金倾情资助优秀
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扶贫必扶智，让更多的优
秀寒门学子能够迈入大学校
门，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才能
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也能
为家庭、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希
望。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山东
体彩从2008年开始，已经连续
助学11载，11年来，山东体彩已
累计出资490万元，帮助1340名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顺利迈入
了大学的校门。今年是山东体
彩爱心助学的第12个年头，将
再为120名贫困大学新生提供
圆梦的机会。

今年的助学活动采取网上
报名的方式，报名者登录“山东
体彩网”(www.sdticai.com)或“大
众网”(www.dzwww.com)进入

“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

子”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动网
上报名平台进行报名，报名时
间为2019年7月8日-8月18日。本
次活动的报名条件为：报名者
须为山东籍户口，家庭困难、学
习刻苦、积极进取、品行端正，
高考分数达到专科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且被专科(含)以上院
校录取的2019年应届高中毕业
生。报名需要完整填写报名资
料，并提交本人相关材料的电
子版，包括身份证(双面)、户口
本(索引页及本人信息页)、大学
录取通知书(若未收到录取通
知书，须提供录取证明)、户口
所在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相
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
(加盖公章)。

十二载播种希望，十二载
传递爱心。12年助学路上，留下
了太多感人瞬间与美好回忆，
很多受助学子表示，是体彩的
爱心助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让他们受益一生，并表示要把
这份爱心传递下去。而这也只
是山东体彩公益助学的一个缩

影，多年来，山东体彩爱心助学
的足迹越来越广：连续4年开展
的“公益体彩 快乐校园”活动
累计为全省400多所学校捐赠
了640多万元的体育器材和图
书；每年开展的“六一”爱心助
学活动，为全省上百所学校捐
赠了价值数百万元的体育器材
和学习用品；关爱孤独症儿童，
连续多年为孤独症孩子们送去
学习用品等。

不仅如此，作为公益事业
的倡导者和先锋者，山东体彩
一直致力于回报社会，截至目
前，山东体彩共筹集体彩公益
金390多亿元，广泛用于扶贫、
助学、济困、赈灾、全民健身、社
会保障、残疾人事业、城镇和农
村医疗救助等多项社会公益事
业，源源不断地将爱心传递到
社会的每个角落，山东体彩的
关爱正惠及越来越多的人。今
后，山东体彩将会不忘初心，一
如既往地热心公益，奉献爱心
传递正能量，为构建和谐社会
贡献更多力量。 (赵智)

每注善举 温暖如光
——— 体彩联袂“国潮”，引领公益新思潮

作为新文化和新思潮的代
表，“90后”已逐渐成长为社会
的主流力量，用他们特有的价
值观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也注
定将在社会公益领域书写下极
具特色的一笔。而刚刚迎来25
岁生日的中国体育彩票，也是
一位不折不扣的“90后”新青
年，它像众多年轻人一样热爱
潮流，更不忘公益初心，当体彩
遇见“国潮”，又会擦出怎样的
火花呢？

7月8日，“每注善举 温暖
如光”活动发布会在北京“明星
基地”召开，中国体育彩票携手
青年潮流设计师，联袂推出了3
款“国潮”风T恤，引领公益新
思潮。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
项目副主任金疏雨、“最美体彩
人”代表孙明忠、“最美乡村教
师”邓丽、“公益体彩 扶贫支
教”活动带队老师杨光厅以及
独立设计师宋洋、杨霓、张璇等
出席了活动，不仅为现场观众
介绍了体彩特别限量版T恤设
计理念，并以此为契机，对体彩
倡导的新公益进行了全面解
析。公益与“国潮”、公益与时
尚，原来也可以如此契合、如此
温暖有光。

共赢兼顾——— 公益体彩的
“新公益观”

在一段“潮范儿”十足的开
场视频过后，两位年轻的体彩
人走上讲台，为现场观众介绍
了中国体育彩票“每注善举
温暖如光”主题活动的内容和
理念。

据了解，此次推出潮品T
恤，中国体育彩票希望通过“跨
界合作”的形式深入年轻人圈
层，让年轻一代了解、认同以

“共赢兼顾”为核心的体彩“新
公益观”：在以往的观念中，“公
益”更多强调组织或个人积累
大量财富后，通过捐赠财富的
方式完成善举；而在今天，公益
人士——— 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参
与公益活动时，不仅注重利他，
也更强调自我；既乐于奉献，也
讲求回报；既有社会责任感，也
注重个人利益。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公益需要与时俱进，需

要不断焕新，将每一个微小的
善举汇聚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
力量。

为践行体彩“新公益观”，
让年轻人更好地参与进来，发
布会上两位体彩人还为现场观
众介绍了新公益线上游戏玩
法，同时公布潮公益代言人招
募活动内容。中国体育彩票携
手支付宝平台，联合推出以产
品为核心的互动AR游戏，参与
者在其中可以体验到概率型游
戏“超级大乐透”和即开型游戏

“顶呱刮”两款体彩产品。此后，
参与者还可以分享身边公益点
滴，上传照片参与7月15日上线
的“潮公益 在益起”线上活
动，就有机会获得中国体育彩
票携手青年潮流设计师联袂推
出的3款“国潮”风T恤。

中国体育彩票通过全新科
技手段助力新公益，以年轻心
态打造新公益线上参与模式，
吸引更多年轻人共同凝聚公益
力量，从而助力整个社会朝着
更加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

2019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统一发行25周年，在过去的
25年中，中国体育彩票始终以
公益为初心、以责任为己任，
通过一张张彩票的汇聚，将

“小善举”逐渐汇聚为“大公
益”，而这与当下时尚的公益
理念十分契合。所以，中国体
育彩票希望能够通过全新的
方式，对公益理念进行重新定
义，打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公益
新思潮。

体彩也跨界，新公益引领
新思潮

紧接着，三位青年潮流设
计师登上舞台，分别介绍了即
将发布的3款体彩特别限量版T
恤的设计理念，以及如何将公
益理念融入到“国潮”风格之
中，阐述了每个人对体彩“潮公
益”的认识。

第一款T恤的设计结合不
同节气中的物候或色彩元素，
画面的整体颜色和标识搭配采
用了波普艺术风格。日常生活
中我们并不能每天用肉眼看到
自然的运动规律，但是确能感

受到她的力量，我们的身体呼
吸调和都与自然规律不可分
割。希望能借此表达社会公益
事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公益从
身边做起、善举从点滴开始的
理念。

第二款T恤的设计结合了
广受欢迎的体育彩票超级大乐
透票面元素，希望通过符号化、
超现实的视觉效果，包括尺寸
变大的彩票印花、真实的购买
信息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图形组
合，来体现体育彩票为公益事
业、体育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
贡献，展现体育彩票公益与我
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第三款T恤的设计以中国
体育彩票票面为灵感，将票面
的构成元素进行分解、拼接后
重新设计成海报形式。衣服前
片的小标签年轻、随性，后片的
体彩LOGO简约、时尚，紧跟潮
流，更符合年轻人的喜好。

公益最时尚，公益人畅谈
体彩新公益

“公益沙龙”环节，中国扶
贫基金会代表金疏雨、“最美体
彩人”代表孙明忠、快乐操场老
师邓丽及支教大学生带队老师
杨光厅齐聚一堂，各自分享了
对于体彩“新公益观”的看法，
讲述了自己践行公益的真实经
历。

一番思想碰撞后，大家对
于“新公益观”以及如何践行公
益理念都有了更加深入的理
解。

活动最后是令人期待的启
动仪式，四位嘉宾与体彩代表
携手上台，一同手触光源，用光
芒点亮活动现场，“每注善举
温暖如光”主题活动正式拉开
序幕，也寓意着“公益之光温暖
绽放”。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
温暖有光”。中国体育彩票在自
己25岁生日的这一年，通过持
续不断地支持公益、传播公益，
将“每注善举 温暖如光”的理
念进行了时尚跨界的诠释，让
公益顺应潮流，让每一注善举
汇聚成更耀眼的光芒！

(关言)

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动报名细则

为了帮助更多家庭困难
的优秀学子顺利迈入大学校
门，山东体彩于2 0 1 9年连续
第1 2年开展“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
活动。本次活动由山东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大众网联
合举办，将在全省范围内共
捐助120名困难大学新生，每
人捐赠助学金5 0 0 0元，总额
60万元。

报名时间：
2019年7月8日—8月18日
报名条件：
1 .山东籍户口；
2 .家庭贫困；
3 .高考分数达到专科最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被专科
(含)以上院校录取的2019年应
届高中毕业生；

4 .学习刻苦、积极进取、
品行端正。

报名方式：
登 录“ 山 东 体 彩 网 ”

(www.sdticai.com)或“大众网”
(www.dzwww.com)进入“情

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

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动网上
报名平台进行报名。

报名要求：
1 .报名学生须在“情系革

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
体彩爱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
平台提交填写完整的报名资
料。

2 .报名学生须在“情系革
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
东体彩爱心助学活动网上报
名平台按要求提交本人相关
材料的电子版：(1 )本人身份
证 (双面 )；(2 )户口本(索引页
及本人信息页)；(3)大学录取
通知书 (若未收到录取通知
书，须提供录取证明)；(4)户口
所在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
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贫困证
明(加盖公章)。

3 .凡提交信息、资料不全
或不属实，均视为无效申请。

咨询电话：0531-82053018
受助学生名单公布渠道：

山东体彩网、大众网。
本活动由山东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顶呱刮“倾城之恋”浪漫上市
爱她，就送她“倾城之恋”

体彩顶呱刮大家族又添
新成员，新票“倾城之恋”在我
省浪漫上市。“一见倾心，好运
连连”非“倾城之恋”莫属了，
这华丽丽的颜色、“高颜值”的
票面，让人“一见倾心”。精致
的暖色设计搭配一颗颗闪耀
的钻石，让人一看就“爱不释
手”，堪称彩票界的“颜值担
当”。

顶呱刮“倾城之恋”票面
温馨浪漫，钻石遍布，票面醒
目，该票面值10元，最高奖金

25万元，一张彩票有12次中奖
机会，游戏玩法上采用“数字
匹配+翻倍”的经典组合玩法，
特别简单容易上手，具体游戏
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你
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
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
码下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

“顶呱刮”标志，即中得该标志
下方所示的金额的5倍，中奖
奖金兼中兼得。

这个夏天，顶呱刮与你一
同开启浪漫旅程！如果你爱
她，那就送给她“倾城之恋”
吧，让顶呱刮见证你们的浪漫
情缘，刮开闪闪的钻石，你就
会看见爱情的模样。让人心动
的不只有“爱你”，还有“倾城
之恋”啊，赶紧去各个体彩销
售网点购买吧，拿着它，说不
定就能遇见心动的人！

(赵倩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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