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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白白胖胖、萌萌的玩偶是什
么呀？这么可爱！”“太可爱了！快来
一起拍照。”“能和我们一起合影吗？”
在全国各地，中国体育彩票吉祥物乐
小星所到之处，这样的对话场景总能
出现。

乐小星聚光而来，为体彩微光公
益代言。两年当中，它走遍了大江南
北，不断传播体彩正能量，为公益事业
注入活力。每到一处，它都会引来欢
声笑语，如一座桥梁，连接着百姓的健
康与快乐。

乐小星的名字包含了“乐善人生”
的“乐”，也包含了体彩 LOGO 中的

“星”形，小星寓意微光，意为成千上万
人的小小善举，如同一束束微光能够
汇聚成澎湃的公益能量。乐小星自诞
生之日起，便在各种公益活动中频频
亮相，成为体彩最忙的“员工”。

“乐小星公益大闯关”主题活动是

乐小星问世后的第一次全国大型线下
活动，“首秀”亮相杭州湖滨步行街，10
天时间便吸引了超 30 万人前来打
卡。乐小星通过闯关的形式激发城市
活力，借助前卫潮流的元素沟通年轻
人群，让更多人热爱公益、投身公益，
将温暖和希望传递出去。

体育既是国家强盛的应有之义，
也是人民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体彩“代言人”，乐小星积极
行动，为比赛参与者送去幸运，为观众
送上惊喜，为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
国建设贡献体彩力量。

由体彩冠名、体彩公益金大力支
持的体育赛事遍地开花，乐小星穿梭
在体育赛事活动中忙碌不停，它鼓励
人民群众参加体育运动，为增强人民
体质、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贡献。

乐小星个性十足、阳光可爱、活
力四射的形象，总能引起大家的关
注，并为人们送去欢乐。“体彩新春
季”已成为中国体育彩票每年迎接春
节的亮丽名片，在“体彩新春季 乐小
星送牛气”活动中，乐小星为人们送
上新春的惊喜和祝福，营造出浓厚的
欢乐氛围。

除了让乐小星积极亮相体彩各类
公益活动，与参与者热情互动，体彩还
为它设计了微信表情包、在线互动游
戏、CG动画、漫画等宣传品，让乐小星
走进人们的生活圈，成为大家熟悉的
朋友。

将“公益、健康、乐活、进取”浓缩
于一身的体彩吉祥物乐小星，成为展
现体彩文化特色、传播体彩公益理念
的重要载体。未来，乐小星将继续承
载使命、发挥作用、散发能量，向人们
传递来自中国体育彩票的快乐和温暖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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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堡提前降级士气低落

为体彩代言 显责任担当

11月1日 1:30
意甲 维罗纳 VS 罗马
推荐:0

上赛季排名联赛第九位的维罗纳
本赛季状态急速下滑，目前11轮联赛
之后仅积 5 分，排名联赛倒数第二
位。罗马本赛季状态有所起伏，目前
积22分排名联赛第七位，但距离欧冠
区只有2分差距。

维罗纳本赛季至今唯一的一场胜
利便是在主场取得，但球队五个联赛
主场1胜4负，主场战绩只能排在联赛
的第18位。

罗马本赛季客场成绩要好于主
场，球队客场4胜1平1负的战绩在联
赛中能够排名第三位。

维罗纳本赛季防守端问题较大，
目前失球 21 个在整个意甲联赛仅好
于垫底的克雷莫纳。罗马则是进攻端
表现一般，11轮联赛只打进13球，甚
至不如排名其身后的乌迪内斯。

维罗纳近10场比赛1胜2平7负，
球队的上一场胜利已经要追溯到9月
初主场战胜目前同样深陷保级区的桑
普多利亚，此后便是至今的一波六连
败。

罗马近10场比赛6胜1平3负，球
队本赛季双线作战，在上一轮欧联杯
客场获胜，保留了小组出线的一丝希

望。
两队近10次交手，罗马5胜3平2

负占据优势，但近两次罗马做客维罗
纳都吃到败仗。

目前指数给到主队受让半/一，主
胜 4.33，平局 3.60，客胜 1.83，客场作
战的罗马被看好。

维罗纳本赛季状态糟糕，即便是
主场比赛，5场也输掉4场，后防线表
现也比上赛季有明显滑坡。罗马尽管
近两次做客维罗纳都失利而归，但近
八次交手赢下了五场，本场比赛看好
罗马客场取得胜利。

11月1日 2:00
瑞超 埃尔夫斯堡 VS 赫尔辛堡
推荐:3

埃尔夫斯堡目前积 43 分排名联
赛第六位，但与排名第三的哈马比积
分相差 8 分，在联赛还有两轮的情况
下已经失去了进军下赛季欧战的机
会。赫尔辛堡目前积 17 分排名联赛
倒数第二，由于与排名倒数第三的球
队的积分差距达到11分，已提前宣告
降级。

埃尔夫斯堡本赛季主场7胜5平
2负，主场战绩排名联赛第七位。

赫尔辛堡本赛季客场2胜2平10
负，客场战绩排名联赛第15位。

埃尔夫斯堡尽管联赛排名第六
位，但球队进攻线打进 51 球，进攻实
力能够排在联赛第四的位置。赫尔辛
堡本赛季最终降级，孱弱的进攻线在
28场中只打进22球，是联赛中进攻火
力最弱的球队。

埃尔夫斯堡近10场比赛6胜1平
3 负，球队在近八场联赛中赢下了其
中六场，但还是无法杀入前三。

赫尔辛堡近 10 场比赛 2 胜 8 负，
球队在客场爆冷战胜哥德堡之后吃到
六连败，从而彻底失去了保级希望。

两队近10次交手，埃尔夫斯堡7
胜2平1负占据压倒性优势。

目前指数给到主让球/半，主胜
1.33，平局5.00，客胜9.50，完全倒向了
主场作战的埃尔夫斯堡。

两支球队目前都已经确定了联赛
中的位置，本场比赛可说是例行公事，
赫尔辛堡提前降级之后球队难免士气
跌落到谷底，很难再有什么战斗力，本
场比赛看好主场作战的埃尔夫斯堡轻
松取胜。

11月1日 4:15
葡超 吉马良斯 VS 法马利康
推荐:3

吉马良斯目前积 17 分排名联赛
第五位。虽然跻身欧战区，但是与身

后球队的差距只在一场比赛。法马利
康本赛季目前积10分排名联赛第14
位，与降级区的差距只有1分。

吉马良斯本赛季主场 3 胜 1 平 1
负，主场战绩为了联赛第五位。

法马利康本赛季至今客场五战未
胜，1平4负的客场战绩位列联赛倒数
第一。

在葡超联赛，吉马良斯的进攻防
守自然无法与排名前四位的球队相
比，但球队目前净胜球至少还是正
数。法马利康目前的净胜球为-5。

吉马良斯近10 场比赛5胜2平3
负，球队已经保持各项赛事六场不败，
并且也是 11 轮联赛之后唯一没让领
头羊本菲卡拿到3分的球队。

法马利康近10 场比赛4胜1平5
负，球队近四场联赛客场1平3负。

两队近8次交手，吉马良斯5胜2
平1负占据优势。上赛季吉马良斯主
客场均以2比1的比分取得胜利。

目前指数给到主让平/半，主胜
2.05，平局3.50，客胜3.30，看好主场作
战的吉马良斯。

两队近 6 次交手，吉马良斯只输
掉过一场，尽管两队的近况都还算不
错，但法马利康毕竟是本赛季葡超联
赛客场战绩最差的球队，很难看好其
在客场能够拿到分数。

上期竞彩名家提点蔡蔡命中 让球1、0
马洛卡 1比1 西班牙人

上期竞彩名家提点朱民命中 不让球3、1

上期竞彩名家提点沈雷命中 不让球3
诺维奇城 3比1 斯托克城

上期竞彩名家提点蔡蔡命中 不让球3、1
菲尔特 1比0 比勒费尔德 布赖顿 4比1 切尔西

——记行走的“公益使者”乐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