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消息 土耳
其西北部泰基尔达省7
月8日下午发生火车出
轨事故，目前已造成10
人死亡、73人受伤。据土

耳其交通部门消息，发
生事故的列车从土西北
部的埃迪尔内省开往伊
斯坦布尔，共载有362名
乘客和6名乘务人员。

泰基尔达省省长穆
罕默德·杰伊兰对媒体
表示，发生事故的原因
是强降雨导致铁路路基
塌陷等。

土耳其火车出轨：10人死亡

新华社消息 沙特
阿拉伯内政部发言人7月
8日说，沙特一道路安全
检查站当天遭恐怖分子
袭击，袭击事件中4人死
亡、1人受伤。

这名发言人说，当天
下午3时45分，位于首都
利雅得以北的卡希姆省
的一个道路安全检查站
遭3名恐怖分子开枪袭
击。检查站警察立即还

击。交火中，一名警察和
一名打工者丧生，2名恐
怖分子被打死，另一名恐
怖分子受伤。

目前，警方正在对案
件进行调查。 （王 波）

沙特一道路检查站遭袭：4死1伤

救援
7月9日，在泰国清莱，直升机在山洞附近待命。当地时间17时~18时，又有3名被困少年

被救出洞外。泰国警方确认，8日获救的4个少年目前健康良好。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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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暴雨死亡人数超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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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快讯
福彩网址：www.nmlottery.com.cn
咨询电话：0471-5182870

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
内蒙古福彩APP

“11+1”复式投注勇夺大奖767万元！继6
月26日，赤峰市彩民喜获我区双色球2018
年NO 1大奖1447万元后，7月8日，福彩双
色球游戏第2018078期开奖，我区彩民再度
迎来双色球大奖！

大奖出自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
七道街林海日报社门市15210473号福
彩销售站，一位彩民凭借复式“11+1”的
投注方式，中得1注一等奖及461注各级
固定奖，奖金767万元！

至此，进入2018年后，我区彩民已
中得13注双色球一等奖。计奖后，双色
球奖池金额为7.21亿元，下期开奖，彩
民朋友仍将有机会以2元钱的爱心投
入收获1000万元大奖！

在此，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中心真诚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购彩时，需量
力而行，理性投注。在您购买彩票后，请妥善保
管，并及时查询中奖信息。如果中奖，请您在当
期游戏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

复式投注峥嵘尽显
呼伦贝尔彩民迎双色球767万元大奖

火热盛夏，内蒙古福彩接连送出重磅好礼，继“冠军荣耀好礼送不停，轿车大奖等你
赢”以及“快3”游戏5000万元派奖之后，又一重磅活动即将登陆我区———买刮刮乐“冰雪良
缘”、“怀袖清风”就有百万豪礼倾情相送———“刮刮乐不停，奥迪Q3等你赢”百万豪礼给你
好看！

7月10日至7月24日，凡购买刮刮乐“冰雪良缘”、“怀袖清风”即可参加此活动，除依照规
则中得票面奖金外，彩民通过“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或“内蒙古福彩”APP，点击“刮刮乐
不停，奥迪Q3等你赢”专栏，用手机扫描保安区内的条形码，票面金额≥20元即可获得一次
抽奖机会，就有机会中得总价值百万元的双重大礼！

日奖：中奖结果即时显示，每天送出多达820个日奖！其中价值100元京东电子购物卡100
个，价值50元京东电子购物卡720个。期奖：采取摇奖方式进行，参与每日

“日奖”的用户均可获得一次“期奖”中奖机会，每人每日上限1次，按日累
计，送出价值25万元的奥迪Q3轿车一辆，价值5000元的京东购物卡5张，
价值1000元的京东购物卡20张。

“刮刮乐不停，奥迪Q3等你赢”引爆夏日激情，一次
购彩，多次中奖机会，亲爱的彩民朋友，请走进身边的
福彩销售站，迎来属于您的那份盛夏好礼吧！

刮刮乐又要搞事了？真相在这里！
———“刮刮乐不停，奥迪Q3等你赢”百万豪礼给你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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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
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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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
4月19日
6月7日
6月19日
6月24日
6月26日
7月8日

投注方式

复式7+1
复式10+1

单式
单式
单式

复式12+2
单式

复式7+1
单式

复式7+1
单式倍投
复式11+1

盟市

鄂尔多斯市
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通辽市
通辽市

鄂尔多斯市
兴安盟

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

呼伦贝尔市

中奖总金额
（万元）

767.0271
878.6705
767.6997
1000.0005
738.6071
774.625
555.0276
840.2489
643.9454
514.6649
1447.2604
767.2734

2018年我区双色球大奖一览表

皮肤问题免费体验中心惊现呼市
据了解，全国连锁机构仲景张正堂皮肤调理中心登陆呼市。该中心取法于1700年的历

史传承秘方，将为渴望解决皮肤问题的人们带来惊喜，专业解决皮炎、湿疹、手足股癣、皮
癣、脚气、淀粉性样变、结节性痒疹、荨麻疹、阴囊及外肛的瘙痒，许多人评价解决皮肤问
题有一招，值得一试。据了解，该机构免费体验地址在内蒙古展览馆西150米路南，电话是：
0471-2539607。

新华社消息 日本连
日来的大范围暴雨造成多
地出现洪水、泥石流等灾
害。据日本媒体7月9日报
道，大雨所致死亡人数已
超过百人，另有数十人下
落不明。

据共同社报道，截至9

日上午，暴雨所造成的遇
难者已达104人，其中受灾
严重的广岛县死亡人数最
多，达42人。此外，广岛县、
爱媛县等多地仍有超过50
人下落不明，预计死亡人
数可能还将上升。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9

日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
已增派救援力量，从警方、
消防部门、自卫队、海上保
安厅调配约7.3万人及70架
直升机全力投入救援。

洪水和泥石流造成建
筑受损、倒塌及道路浸水
等问题。据日本总务省消

防厅的统计，截至8日晚9
时左右，有约2.3万人受暴
雨影响到避难所避难。日
本政府当天在首相官邸召
开相关会议，首相安倍晋
三要求在政府内设立跨部
门工作组，以更好救助和
安置灾民，并表明中央政

府将对灾区提供财政支
持。

日本气象厅表示，尽
管相关各地的大雨特别警
报已经解除，但连日暴雨
可能造成土层松动，人们
仍需对可能发生的土石灾
害等危险保持警惕。

此外，受太平洋高气
压影响，此前遭暴雨袭击
的九州等地区9日气温逐
渐上升，局部可能将出现
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气
象厅提醒人们在当地避难
或参与救灾时注意摄入水
分，防止发生中暑。

新华社消息 当地时
间7月8日晚，为纪念布克
文学奖创立50周年而设立
的金布克奖在伦敦南岸中
心的皇家音乐厅揭晓，加
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特
杰的名作《英国病人》获评
布克文学奖历史最佳小
说，获金布克奖。

今年共有51部小说入
围金布克奖，这些作品都
是以往曾获年度布克奖的
作品。评奖以每10年作为
时段划分，由5名评委分别
从5个10年中的获奖作品
中选出一部代表作进行提
名，然后在网上由民众投
票选出最终获奖小说。

入围金布克奖短名单
的５部作品分别是V·S·奈
保 尔 的 《自 由 国 度 》
（1971）、佩妮洛普·莱夫莉
的《月亮老虎》（1987）、迈
克尔·翁达特杰的《英国病

人》（1992）、希拉里·曼特
尔的《狼厅》（2009）和乔
治·桑德斯的《炼狱中的林
肯》（2017）。

翁达特杰在《英国病
人》一书中用优美而抒情
的笔触，描绘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末期意大利一栋废
弃别墅里４个伤心人的因
缘际会。他们生活在世外
桃源一般的风景中，却无
法享受战争结束带来的和
平与安宁。这部作品1996
年被改编为电影，并一举
斩获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
9个奥斯卡奖项。

提名《英国病人》作为
布克奖20世纪90年代代表
作的斯里兰卡裔英国小说
家卡米拉·沙姆西评价说，
罕有一本小说像《英国病
人》这样，每次重读都能令
人发现新的惊喜。书中的
史诗感与亲密感无缝连

接，结构复杂并富有深意，
文字优美，字里行间充满
人性，是一部充满变革性
的作品。

布克奖基金会主席海
伦娜·肯尼迪男爵夫人表
示，《英国病人》无论是在
诗意上还是在哲理上都是
一部令人信服的小说。她
相信这本由公众评选出的
50年最佳作品将能经受住
时间的考验，在未来的许
多年内为更多新读者带来
喜悦。

布克奖从1969年开始
颁发，每年评选一次，授予
当年在英国出版的最佳长
篇小说，是英语文学界最
有影响力的奖项之一。以
往该奖只颁给英国、爱尔
兰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作
家，从2014年开始向全世
界所有用英语写作的作家
开放。 （梁希之）

《英国病人》获评布克文学奖最佳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