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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物 玛拉拉曾遭塔利班枪击头部中弹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6
27
355
4505
53294
605308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2
15
195
1926
22528

每注奖金（元）

5000000
177405
1800
300
20
5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411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1 8 8 8 5 9 7

全国投注总额23275688元 本省投注总额879080元

全国投注总额：51509678元，安徽投注总额：1047656元

奖级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12398

0
36571

安徽中奖注数（注）
101
0
622

每注金额（元）
1040
346
173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4275期 中奖号码：8 9 7

彩票开奖台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16
368

每注奖金（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
0

1600
3680

本期投注总额：17806元，奖池奖金：9682元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4275期 中奖号码：08、11、12、13、22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第2014275期
中奖号码：02、03、04、07、09

奖 等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133
7236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47

3128

每注金额（元）
0

2692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1028312元，安徽投注总额：387266元
奖池奖金：433656元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6379

0

18488

本省中奖注数（注）

54

0

421

每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本省投注总额404146元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46

本省中奖注数（注）
7

每注奖金（元）
10000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4275期 中奖号码：28613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4275期 中奖号码：286

全国投注总额：9505400元，安徽投注总额：292572元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3
10
364
1087
11005
20921
122791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1
5
23
283
467
3339

每注金额（元）

715593
30668
1685
200
5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玩法
第2014119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01、06、07、10、15、16、20
特别号码09

澳发布MH370中期报告
燃油耗尽后坠入印度洋

据中新社电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9日

报道，澳大利亚运输安全管理局在一份8

日的最新报告中表示，MH370航班因燃

油耗尽，在印度洋上空低速盘旋，最后坠

入大海。

报告称，根据飞机的模拟系统，

MH370在燃油耗尽后左向缓慢飞行，并

以低速在海面上盘旋，最终在发动机熄火

后不久坠海。

报告称，飞机的坠毁地距离目前搜索

人员的搜寻地“相对接近”。此前，调查人

员8日证实，对失联马航MH370航班的

优先搜索区域再次向南移动。

3月8日，MH370航班从吉隆坡飞往

北京途中失去联系，机上有239人。

在土遭劫持的3名中方人员
安全获释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

10日在安卡拉证实，今年8月在土耳其东

南部遭劫持的3名中方人员已安全获释。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郁红阳与3名获

释人员通电话后说，3人目前身体状况良

好，情绪稳定。

中方对土方为安全解救中方人员付

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和谢意，并向所有

对此予以支持、协助和关心的人士致谢。

8月24日，由一家中国公司承建、位于

土耳其舍尔纳克省锡洛皮县的火电站工地

遭武装分子袭击，3名中国工人遭劫持。

事发后，中方对此高度重视，指示外

交部、驻土耳其大使馆等有关部门与土内

政部、外交部及舍尔纳克省政府保持密切

联系，通过各种渠道全力开展营救工作，

使中方被劫持人员安全获释。

朝鲜向韩方反朝传单开火
韩军回击

据新华社电 韩联社10日报道，朝

鲜方面当天下午用高射机枪向韩国一民

间团体在京畿道一带放飞的对朝传单开

火，数枚子弹落入韩国境内，韩国军方随

后开火回击。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说，当天下午

2时许，韩国一民间团体在京畿道涟川一

带用气球向朝鲜境内放飞传单，下午3时

55分许从朝鲜一侧传来10多声枪响。韩

军于下午4时50分在韩朝边境附近地区

发现疑似朝方用14.5毫米口径高射机枪

射出的子弹弹头，之后韩国军方于下午5

时 30 分许向朝鲜进行警告广播，后用

Ｋ-6机关枪回射了40余发子弹。

联合参谋本部还表示，韩国军方正密

切注视朝军动向，并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尓亚格兰

10日宣布，把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儿童权利活动人士凯

拉什·萨蒂亚尔蒂和玛拉拉·尤萨夫扎伊，

以表彰他们反对压制儿童和青少年、为所

有儿童争取教育权所进行的斗争。

亚格兰在宣读诺贝尔委员会的决

定时说，世界上贫困国家人口中，25岁

以下的人占26％。实现全球和平发展

的一个前提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权利得

到尊重，特别是在受冲突困扰的地区，

侵犯儿童权利将导致暴力代代相传。

亚格兰说，印度反童工活动家萨蒂

亚尔蒂长期专注于维护儿童权益，反对

使用童工、残酷剥削儿童，并且对涉及

儿童权益的重要国际公约作出了贡

献。巴基斯坦女孩玛拉拉虽然年纪轻

轻，但她已在最危险的情况下为争取女

童教育权战斗多年，成为女童教育权的

一个主要代言人。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说，据估计，目

前全世界大约有1.68亿童工，比2000

年减少了7800万，向消除童工现象又

前进了一大步。

据挪威媒体报道，现年60岁的萨蒂

亚尔蒂曾不顾死亡威胁，拯救了数以千

计的被反复贩卖成奴的儿童。

玛拉拉现年17岁，是诺贝尔和平奖历

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她争取女童教育权

的名言是：铅笔比枪支更有力量。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领

事部10日证实，一艘中国渔船在遭韩国

海警盘查过程中，船长不幸中枪身亡。

中国使领馆已就此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韩联社报道，当天上午 8 时 30

分许，在韩国全罗北道扶安郡旺嶝岛

以西约144公里海域，中国渔船“鲁荣

渔50987号”因“涉嫌非法捕捞作业”遭

到韩国海警盘查。船长在与海警交涉

过程中出现腹痛、呼吸困难等症状，随

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最终不治

身亡。

韩国医院方面表示，对这名船长进

行的CT扫描显示其左侧腹部有中弹的

枪伤，体内还留有子弹残骸，肺部积血。

据悉，该船长在抵达医院前已死亡。

韩国海警称，在对中国渔船进行盘

查过程中，有警员用K5手枪朝船长进

行了警告性开枪，发射8枚实弹。据推

测，该船长有可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中

弹的。

另据报道，死亡的渔民系该船船长

宋厚模，山东石岛人，领馆正在联系宋

厚模家属。

事发后，中国驻韩使领馆高度重

视，光州总领馆在第一时间派人赶往现

场，目前事发经过仍在调查中。使领馆

方面已经对韩国海警在执法过程中使

用枪械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韩方尽快

查明此事，及时向使领馆方面通报调查

进展情况，给出一个合理的调查结果。

韩国外交部已经向使领馆方面表示遗

憾，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中国使

领馆将进一步向韩方提出交涉。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0日表示，中方

对韩方采取暴力执法导致中国渔民死

亡感到十分震惊，强烈不满，要求韩方

立即认真彻查，严肃处理责任人，向中

方及时通报有关调查和处理结果。

韩国海警开枪打死中国船长
中方已提出严正交涉

玛拉拉曾遭塔利班枪击，头部中弹

分获诺贝尔和平奖巴基斯坦17岁少女
印度反童工活动家

2009年，不到13岁的玛拉拉开始

为英国广播公司写博客，以亲身经验批

判塔利班武装组织禁止女孩上学的政

策以及恐怖活动。

2012年 10月 9日，玛拉拉在校车

上遭塔利班分子枪击，头部中弹。在英

国接受治疗后，玛拉拉恢复良好。

塔利班曾宣称对此事负责，并说如

果玛拉拉逃过一劫，一定会“再想办法

追杀她”。

去年4月，玛拉拉登上《时代》杂志

封面并被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百人；7

月，联合国宣布将她的生日定为“玛拉

拉日”；去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

曾在白宫会见了玛拉拉，玛拉拉曾是当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她并于

2014年被提名“世界儿童奖”。

另一名获奖人萨蒂亚尔蒂则是印

度著名的儿童人权活动家，他继承了先

贤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多次组

织和参与和平示威活动，他的主要目标

是抗争严重剥削儿童经济利益的现象，

以及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儿童正当权利，

为儿童发声。 星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