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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8日23点，第六季“体彩爱行走”正式落下帷幕。在14天的时间里，共有超过6.7万人次参与活动，累计筹集的公益步数

超过4.4亿步。与此同时，20万元“体彩爱心基金”成功募集到位，将捐给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并用于资助体彩助学班。

第六季“体彩爱行走”温暖落幕
6.7万人次参与，捐步超过4.4亿

热度攀升
参与者两年新增2万人次

今年的“体彩爱行走”于11月
25日启动，是活动举办六季以来开
走时间最晚的一次，而且活动期间我
省阴雨天气居多，但这些并不影响人
们参与活动的热情。2018年第四季
开始，“体彩爱行走”的活动日程改
为14天，当年共有45633人次参与
活动。到了2019年第五季，共有

54739人次参与活动。比上年度新增
了9106人次。今年，数据再度向上
攀升，共有67683人次参与活动，相
比2019年新增了12944人次，相比
2018年新增了22050人次。

一键参与
“达人奖”“小分队奖”周周有

第六季“体彩爱行走”，依然采
取“一键参与”的便捷模式。11月
25日至12月 8日，江苏省内年满

18 周岁并绑定“微信运动”的用
户，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 （微信
号js-lottery）即可参与活动。活动
期间，每1万步可兑换为5元“体彩
爱心基金”，参与者每日可多次上传
运动数据，每人每天最高可捐赠3万
步；每周捐赠步数排名位列前30名
的用户，获得“乐走达人奖”。用户
还可以邀请亲朋好友组成 3
人小队捐步，每周捐赠
步数排名位列前30名
的小队，每人获得

“乐走小分队奖”。

玩法升级
每日最多3次“盲盒”抽奖机会

第六季活动还首次引入时下最火
热的“盲盒”概念。活动期间，用户

的捐赠步数每日最多可兑换3次
机会，用于“盲盒”

抽奖。具体是：每
人每日上传第
一 次 步 数
（无论多少

步）即可
获 得 1
次“盲
盒”抽
奖 机
会；每
人每日
上 传 步
数满1万
步时，可

再获得1次
“盲盒”抽奖
机会；组队成功

后，小分队每日总
步数达到3万步时，队

内成员每人均可获得1次“盲盒”抽
奖机会。“盲盒”礼品包括话费、加
油卡、京东卡、苏宁易购卡等缤纷
好礼。

步步惊喜
线下活动走进南京绿博园

每年的“爱行走”线下活动，都
会选择一个南京的地标性场所举行。
从线上捐赠的“网友”到线下同行的
伙伴，徒步走活动为参与者们提供了
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2015年首
季“爱行走”线下徒步是在紫金山，
2016年来到玄武湖，2017年登上明

城墙，2018年走进“南京眼”，2019
年重回紫金山。2020年，第六季“体
彩爱行走”线下活动首次走进南京绿
博园。别具一格的行程设置，加上绿
博园沿途引人入胜的风光，让大家流
连忘返。参加活动的市民纷纷表示，
今年的徒步可谓“关关有乐趣，步步
有惊喜”。

汇聚微光
六季募集爱心基金148万元

今年的“体彩爱行走”，仍然通过
募集参与者的爱心步数，由江苏体彩
匹配捐赠“体彩爱心基金”，捐给省
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并用于资助体彩
助学班。六季“体彩爱行走”活动累
计募集了 148万余元“体彩爱心基
金”。其中，前五季活动募集的“体
彩爱心基金”，已为江苏省内多所体
彩希望小学援建了“电脑教室”，为
江苏体彩最早资助的“春蕾圆梦工
程”学校——扬州天海职业技术学校
建起“老服”实训室、计算机教室和
烹饪实训室；建设“体彩爱心食堂”，
改善苏北困难学校学生的就餐条件。

为爱行走
公益路上从不孤单

6年来，“体彩爱行走”倡导的
全民健身理念，不仅让参与者从运
动中收获健康和快乐，并且鼓励人
们把爱与温暖传递给需要的人群。
在这条路上我们并不孤单，而且同
行者越来越多。这份爱如同点点星
火，汇聚成漫天星海。今年38岁的
李先生与12岁的女儿多多，已经是
第六次参加“爱行走”线下活动。
34岁的陈女士连续参与了五季“爱
行走”线下活动，因为回老家缺席
了今年的线下走，她希望明年能弥
补上这个遗憾。这条路还未走完，
未来让我们继续携手前行。

美国政府14日宣布制裁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土耳其，缘由是
土方“大规模”购买俄罗斯S-400
防空导弹系统。

土方指责美方犯下“严重错
误”，说制裁只会促使土耳其加速建
立“完全独立的国防工业”。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制裁
依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土
耳其是首个根据这一法律遭受美国
制裁的北约盟国。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说，美方对
负责采购S-400系统的土耳其国
防工业局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
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
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局
长伊斯梅尔·德米尔等数名土方人
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

美方多名官员告诉媒体记者，

美方多次呼吁后，土方仍执意购买S-
400系统且拒绝撤销购买决定，让美
方“别无选择”。美国国务院说，制裁
发出“明确信号”，即美方不会容忍与
俄方的“大规模交易”。

土耳其2017年签订S-400系统
购买合同，俄方2019年开始交付。美
方及北约坚决反对土方购买这套武器
系统，称它无法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
并且可能有助俄方追踪美国与盟国合
作研发的F-35型隐形战斗机。

美方2019年7月暂停土方参与
F-35项目的资格，并多次威胁制裁
土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今年10月说，土方已经开
始测试S-400系统，美方的反对“无
关紧要”。

路透社报道，暂时不清楚制裁是
否会波及与土耳其有防务方面往来的

第三方，包括多个欧洲国家。另外，随
着美国本届政府任期临近结束，制裁
土方可能会给新一届政府处理两国关
系带来麻烦。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14日告诉俄罗斯媒体，这一制裁再
次显现美方“对国际法的傲慢态度”，
是“非法和单边的胁迫性举措”。

美方宣布制裁前几小时，埃尔多
安告诉媒体记者，土耳其与美国同为
北约成员国，“我们希望得到支持……
而不是制裁”。

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局长德米尔
在社交媒体说，制裁不会损害土方国
防工业，“威胁的语言”只会促使土耳
其决意加倍推动自身国防工业“完全
独立”。

土耳其外交部14日在声明中说，
美方长期无视土方呼吁土耳其、美国

和北约三方建立联合工作组的提议，
“令人费解”，“我们敦促美方尽快改正
不公正的决定和严重错误”。

声明说，土方准备好经由“对话和
外交渠道”解决分歧，但制裁将“不可
避免地冲击”土美关系，土方将“适时
以相应方式报复”。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土耳其事务
专家厄兹居尔·云吕希萨吉克勒告诉
媒体记者，土耳其国防工业在今后一
段时间内将承受压力，但美方制裁对
土耳其经济的影响可能没有想象中
严重，因为美方长时间威胁制裁后，

“靴子终于落地”，制裁的“不确定性
消退”。

美方宣布制裁后，土耳其里拉对
美元汇率反而上涨1%。一些分析师
说，上涨缘于美方没有选择打击面更
广的制裁措施。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购买俄制S-400遭美制裁

俄罗斯国防部 14
日发表声明说，俄罗斯
当天发射了一枚“安加
拉-A5”重型运载火箭，
这是俄2014年12月以
来第二次试射该型号火
箭。“安加拉”是苏联解
体后，俄罗斯研制的首
个运载火箭系列。

俄罗斯国防部 12
月 14日发布的照片显
示，“安加拉-A5”重型
运载火箭在俄罗斯西北
部的普列谢茨克发射场
发射升空。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电 经中俄两国元首批
准，12月15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
长魏凤和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签署了《关于延长2009年10月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
联邦政府关于相互通报发射弹道导
弹和航天运载火箭的协定〉有效期
的议定书》。两国国防部长并为此
于12月15日举行视频会议，强调

两军愿在此基础上加强务实合作，进
一步充实双边关系内涵。

中俄于2009年 10月 13日签署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
邦政府关于相互通报发射弹道导弹和
航天运载火箭的协定》，该《协定》将于
2020年 12月 16日到期。根据双方
签署的《议定书》，《协定》有效期延长
10年，自2020年12月15日生效。

中俄相互通报发射弹道导弹
航天运载火箭协定顺利延期

据新华社电 美国各地选举人
14日进行投票，正式选举民主党人
拜登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
比亚特区当天分别举行选举人会议，
投票选举下任总统。最终统计显示，
拜登赢得306张选举人票，寻求连任
的现任总统特朗普获得其余232
张。选举人团同时选举拜登的竞选
搭档哈里斯为下一任美国副总统。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

间接选举制度。选举人团由538名选
举人组成，获得半数以上即至少270
张选举人票的候选人方能获胜。各州
的选举人通常按照“赢者通吃”原则，
将选举人票投给在该州普选中得票率
最高的候选人。

拜登14日晚在特拉华州威尔明
顿市发表讲话，称新一届政府面临的
紧迫任务包括控制新冠疫情、推动新
冠疫苗接种、为美国人提供更多经济
救助以及重建美国经济。

美国选举人投票
正式选举拜登为下一任总统

据新华社电 英国定于16日展
开演习，模拟“无协议脱欧”这一最糟
糕的局面，以测试国家是否准备就绪。

演习名为“压顶石行动”，将模
拟边界出现混乱、渔船非法进入英
国水域等状况，是英国和平时期最
大演习之一。警察、边防人员、海关
官员和军人将联手确保英国在脱离
欧洲联盟后继续运转。

这一大规模演习筹备数月，内

容包括增设7处远离港口的内陆检查
点，负责边境检查，保证货运顺畅。
M20高速公路外一处面积相当于10
多个足球场的货车停车场将开放，以
应对港口城市丹佛的边境检查点排长
队状况。政府将增派至多900名官员
维持边检程序，检查货车并执行新的
进口管制。担当重任的高级官员今年
圣诞节假期不休假，大约1.4万名待
命军人可能因需要人手而无法休假。

英国演练“无协议脱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