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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彩民擒50注三等奖
大乐透奖池升至 40.88 亿

8 月 9 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92 期开
奖，头奖全国无人中出，二等奖 47 注，追加
后单个奖金达到 26.15 万元。本期开奖结
束后，
奖池金额升至 40.88 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3、
07、09、17、34，后区开出号码 04、05。前区
奖号小号走热，且近期热号偏多。0 字头
占据三席(03、07、09)，其中“07”重复上期
开出(第 17091 期)；
“03”是隔期开出的号
码，且近 5 期开出 3 次；
“34”则为间隔 3 期
再度现身的号码。前区奖号以奇数为主，
奇偶比为 4:1。同时，开出“07、17”一组同
尾号。
本期二等奖开出 47 注，每注奖金为
16.34 万多元；其中 12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 9.80 万多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 26.15 万多元。三等奖开出
723 注，每注奖金为 3979 元；其中 238 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2387 元。追加
后三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6366 元。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佛山一彩民虽与
头奖擦肩而过，但独擒 50 注三等奖的成绩
也足够惊艳。数据显示，这张中奖彩票为
一张 50 倍投、100 元投入的单式票，其中
50 注击中三等奖，单票总奖金为 19.89 万
元。
本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继续走
高，升至 40.88 亿元，再创造历史新高。连
续两期头奖轮空，本周六(8 月 12 日)的大
乐透开奖值得期待！
(陈星）

巨星告别难说再见
他们转身，
带走了一个时代

“回想我的职业生涯，
我为田径运动、
为自己都已倾尽全力，
是时候离开了。”博尔特双膝跪下，亲吻跑道。这是一个时代的
落幕——一个属于博尔特一个人的时代。
伟大的运动员都明白自己身体黄金时期的短暂与宝贵，也
懂得属于自己的时代结束时应该做什么 。于是，体坛上，我们
看到了豪迈的深情告别，也看到了无奈的急流勇退。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偶像，在这些画面里，或许，我们也会看到自己流逝的
青春。
“这是我最后一届比赛了，
我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意。
”
伴随着
最后一吻，
博尔特结束了统治力长达 10 年之久的百米生涯。三
届奥运会 8 枚金牌，
六届田径世锦赛 11 枚金牌，
博尔特是当之无
愧的传奇。

“你赠予了一个六岁男孩他的湖人
梦，
我会因此而永远爱你。但我无法再继
续这样疯狂地迷恋你了，这个赛季，我已
经倾其所有。我的心还能够承受住磨难，
我的心态还能够处理好艰难。但我的身
体已经知道，
是时候说再见了。
”
——科比
公开信《亲爱的篮球》。从灌篮高手到科
比挥手，
一代人的青春结束了。
因扎吉 26 岁生日时，朋友给他写了
一首诗：
“什么时候，风在发端的少年，变
成了雕塑；
什么时候，
纯如白纸的婴儿，
停
止了啼哭。在那圣火纷飞的硝烟中，
你依
然在你的远方孤立无助。”11 年的光阴，
因扎吉在 AC 米兰留下了 300 次出场，
126
个进球，他帮助 AC 米兰也帮助自己得到
了无数的荣誉，
在圣西罗张开双臂长跪的
景象，
是他留给 AC米兰最后的剪影。
“我要‘退休’了，我要开始一段新的
旅程。再见！我的跑道我的栏。
”——刘
翔公开信《我的跑道！我的栏！
》。退役仪
式上，刘翔和众多老对手绕场一周致谢
后，他向全场鞠躬道别，人们知道一个曾

2017 年 8 月 5 日，英国伦敦，2017 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
100 米决赛后，博尔特跪地亲吻赛道。

经属于他的时代落幕了。
生涯中，
有这么多的机会与高手较量。我
23 枚奥运会金牌、28 枚奖牌，
26 枚世
热爱网球，
尽一切努力完成我的梦想。今
锦赛金牌、33 枚奖牌……一切尘埃落定， 天，该说再见了，很舍不得大家。”休伊特
菲尔普斯用金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含泪挥手，
带着自己的 3 个孩子离开了这
用微笑和泪水离开了赛场。
座曾经给予他辉煌与荣耀的舞台。
38 岁的贝克汉姆几乎赢得了一切可
比赛第 84 分钟，
巴乔被换下，
他含着
以赢得的荣誉，但当他选择告别足坛之
泪和昔日的队友拥抱，随后挥手告别球
际，所有人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足球世
迷。圣西罗球场上挂出横幅，上面写着
界从这一刻起，
少了一个将足球同时尚完 “巴乔，你在逝去岁月里赢得的荣誉将永
美结合在一起的标志性人物。
驻我心”
。时间回到 1994 年，
从射失那颗
一名体操运动员，从入门到世界冠
著名的点球起，
中国球迷就有了一位名叫
军，
这期间经历的辛苦训练是常人难以想
罗伯特巴乔的，
不可复制的时代偶像。
象的。苦累与辉煌，泪水与坚强，伤痛与
离开征战多年的赛场，
每个运动员的
荣耀，
都化为赛场上的最后一吻。
内心都会激荡起伏。人生的下一站，
他们
没有哪位巨星的退役秀，
能比得上齐
会面对完全不一样的赛场，但这段往事，
达内这般曲折离奇。在世界杯决赛的赛
会是他们毕生的勋章。挥手再见，就像
场上，
由于意大利后卫马特拉齐的侮辱，
齐 《Time To Say Goodbye》里的歌词：
“即使
达内愤怒地用头撞向马特拉齐的胸部，
被
分别，即使离散，依然与你同在。如今的
红牌罚下。随着齐达内与大力神杯擦肩
我，已经能够迈步走向明天，只有离别能
而过的背影，
一代大师的演出终于谢幕。
教会我坚强。轻闭双眼，总有再见的时
对于休伊特来说，澳网是他的起点， 候，用最后的吻，该说再见了，该说再见
也是归宿。
“我很幸运，将近 20 年的职业
了。
”
（新体）

地址：
南湖支路 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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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40.88 亿

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专业 高效 合法 保密

喜洋洋搬家

8229333
叉车出租 2-10t

搬公司、
搬厂、
专业搬
钢琴、
空调拆装、
起重、
长短途搬家。
搬家起步价：
150 元

老字号
平安搬家
长途搬家

8220026

专业公司
搬家搬厂

起步价：
150 元
空调家具拆装
吊车叉车出租13037277960

前进搬家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150

8582345

老字号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
空
调、
家具拆
装等。

小分类 大市场

诚信易贷
凭本市身份证、户口本，无抵
押，一小时内放款 1 一 100 万
电话：18172918991
地址：九江御江一品 5 栋

非诉讼各类应收账款催收

信用贷款

公务员公积金贷款 汽车分期贷款
房屋一抵、二抵 利息3厘-7厘

电话：
13870289729

写字楼招租

个人借款、工程款、企业欠款等
零费用代理，不成功不收费。
江西汇金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信华国际商务中心精装写字
楼，面积 380 平方米，月租
咨询 0792-8763333
一 万 元 。 联 系 人 ：陈 先 生
电话 13367925030
18379229701

张机医馆

提前发现脑梗、
脑中风，
中医治高血压、
糖
尿病、
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
13320025312

招聘

古井贡酒招聘营销人员 20 名，
学历、专
业不限，
有酒类销售工作经验者优先。
薪资：工资+绩效+奖金+提成
地址：滨江路 101-1 号（金港宾馆旁）
市场部电话：8869979

餐厅 现有开发区管委会附近经
九江蓝冠·优家生态馆诚聘
营中餐厅转让，500 平米。
1 名，业务经理数名（男女
转让 电话:15949516666（刘） 店长
不限），导购员 5 名（30 岁左右，
刊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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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事业心强，
沟通能力强）。
地址：华东三期
电话：8855566 13907929236 黄先生

九江长运高速高客公司

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微信公众号服务项目
1、5 月 4 日起在携程网购买昌北机场起降所有航班
机票，可选“空巴通”免费乘坐到机场往返大巴。方
式：关注“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微信公众号”，选择
“票务服务”，选择“携程体验店”购买飞机票即可。
2、九江至昌北机场定制客运往返7座奔驰商务班车
免费上门接送，可查询、购票、提交“门到门”接送需
求信息。咨询电话0792——8580899。
3、承接 7—55 座客车、旅游包车、机场接送、通勤车
等业务，联系电话13576228878

环检、保险
运通车检 安检、
一站式服务

电话：
0792-8929666 18162121088
地址：
市汽车工业园安顺路 005 号（昌河厂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