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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开出 !注 "#$万元头奖（挂双色球 %&'&，栏目：彩市信息）
16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4107期
开奖。当期双色球头奖全国开
出 5注，单注奖金为 924万
元。

当期红球号码为 11、14、
17、22、25、27，大小比为 4∶
2，三区比为 1∶3∶2；奇偶比
为4∶2。当期红球开出3枚重
号14、17和25。其中，红球14
和17已经是连续第3期开出。
当期红球还开出 1枚跳号
27，1组同尾号17、27。蓝球则
开出遗漏 34期的大冷号 16，
当期末等奖开出 1134万多

注。
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 5

注，其中，黑龙江 1注，浙江 2
注，河南1注，云南1注。当期
二等奖开出117注，单注金额
22.6万多元。其中，广东!不含

深圳"彩民揽20注，成为当期
中出二等奖注数最多的地区；
浙江彩民中出14注，排在第
二；湖南彩民中出10注，位列
第三。除此外，当期全国其他地
方二等奖均未超过10注。
2014107期双色球全国销

量为3.87亿元。广东!不含深

圳 " 当期双色球销量为 2962

万多元，高居第一，浙江则以
2451万多元销量位列第二，上海
2135万多元排名第三，江苏
2086万多元排名第四，山东则以
1947万多元跻身第五的位置。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
为7.52亿元。下期双色球游戏
将根据“55%：20%：25%”的比
例进行派奖，彩民朋友将有机
会2元中得1000万元。

据中彩网

常州恐龙园队

0203122529
3132+0708
14678

武进嬉戏谷队

0508101421
2529+0310
03579

金坛茅山队

0309131926
2731+0511
01689

溧阳天目湖队

0105101921
2830+0206
02458

喜获中福在线 #!万元大奖(挂中福在线 %&'&，栏目：幸运彩民)

武进菱港路销售厅

9月16日，常州中福在线又中25
万元最高累积奖。

此次最高累积奖花落武进菱港
路销售厅，距离其在“连环夺宝”2.8
亿元派奖活动中获得50万元重磅大
奖才半月有余，该厅再次斩获25万
元累积大奖。至此，今年武进已中出
了12个25万元累积大奖。
据了解，菱港路厅的这位中奖彩

民是位年轻小伙，最近才开始到大厅
玩游戏。9月16日上午10点13分，他
在“连环夺宝”游戏第3关一下子拍出

25颗红宝石，幸运收获25万元最高累
积奖。当时，才刚坐下玩游戏的小伙
子还是一副没有完全进入状态的模
样，看到这么多的宝石一齐落下，一
时之间没反应过来自己拍中了大奖，
直到其他彩民看到宣传开，小伙子才
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爆机”。有彩民
打趣小伙子：“运气来了真是只有羡
慕的份啊，刚坐下就中了大奖，不知
道什么叫‘爆机’，这直接就爆他一个
25万大奖，给科普来了。”

由云

武进菱港路销售厅

喜获中福在线25万元大奖
双色球开出5注924万元头奖

彩市信息

展示残骸，“伊黎”宣称击落叙政府军机（*，图）

而政府军对其所在地区的空袭也难免“殃及池鱼”

极端组织“极端”难缠（总栏题）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6日宣称，当天击落叙利亚政府军
的一架军用飞机。总部设在英国首
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
说，这是“伊斯兰国”今年 6月底宣
布“建国”以来首次击落政府军飞
机。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管拉

米·阿卜杜勒·拉赫曼说，这架军机
当时正在“伊斯兰国”控制的据点、
北部城市拉卡上空对武装人员展开
空袭，遭到地面回击。
“‘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朝军机

开火，后者坠毁，”阿卜杜勒—拉赫
曼说，“这是当局7月针对极端武装
展开空袭以来，首次有军机遭击
落。”

阿卜杜勒·拉赫曼补充，军机坠
落到地面一座房屋，造成地面人员
伤亡。另据美联社援引一名当地居
民的话报道，军机坠毁造成地面8
人死亡，包括损毁房屋所属两个家
庭的成员。

晚些时候，“伊斯兰国”成员通
过微博客网站“推特”发布一张照
片，显示疑似为坠毁军机的残骸，留
言称“可以证实在拉卡上空击落一
架军用飞机”，并对“‘伊斯兰国’的
勇士们”表示“祝贺”。

“伊斯兰国”宣称击落军机，正
值这一武装面临更多空袭之时。

美联社报道，叙利亚政府军先
前一直没有对“伊斯兰国”控制的区
域实施过轰炸，近月才打破维持一
年多的“空窗期”，加大力度对拉卡
等地展开空袭。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本月
10日宣布，将对“伊斯兰国”武装的
空袭范围从伊拉克扩大到叙利亚境
内。

面对叙利亚政府军几乎每天都
有的轰炸，以及美军即将到来的空
袭，不少拉卡市民众已经收拾行囊，
逃往附近其他村庄避难。

“人们一星期前开始逃离，”一
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女性居民告诉美
联社记者，居民们逃到远离“伊斯兰
国”基地的村庄，以免受到炮火牵
连。

居民富拉·乌法说，政府军对拉
卡“伊斯兰国”武装的连日轰炸已经
造成数十名平民死亡，人们担心美
军空袭可能造成更多平民伤亡。

对此，联合国叙利亚国际调查
委员会主席保罗·皮涅罗 16日呼
吁，在准备对“伊斯兰国”武装实施
空袭的同时，美国等国必须尽量避
免平民伤亡。 据新华社电

通过第三方，美国与叙利亚协调反恐
叙利亚媒体披露

叙利亚媒体披露称，尽管美国
一再否认，但事实上叙利亚与美国
在打击极端势力方面存在协调。

被认为反映叙利亚政府观点的
叙利亚《祖国报》日前披露称，“华盛
顿与大马士革在反恐问题上存在协
调，只是这种协调是通过第三方进
行的。”报道还引用巴黎外交界多名
西方外交官的话称，“美国在打击
‘伊斯兰国’武装的军事行动中与叙
利亚政府有协调，华盛顿对此表示
否认是滑稽可笑的。”报道还表示，
不愿披露具体身份的西方外界人士
称，“美国与叙利亚叙之间的协调是
通过第三方安全机构进行的，美军
驻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军事行动办
事处将‘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和目
的提供了叙利亚方面，而第三方有

可能是巴格达或莫斯科，也可能是
柏林。”

上述消息源指出，“最近几周
内，叙利亚通过情报机构得到了“伊
斯兰国”多名领导人秘密开会和他
们行动的极为可靠情报，于是，叙空
军立即行动，对“伊斯兰国”多个目
标进行了精确打击。”消息源还表
示，“由于获得了大量情报，叙利亚
政府军在刚过去的几天内摧毁了
‘伊斯兰国’武装几个武器库，并打
死不少极端武装分子。”

土耳其世界新闻社16日晚间报
道说，在大马士革出版的《祖国报》
一些工作人员称，总编辑瓦塔赫近
来大部分时间在法国，报道评论说，
该报总编辑的活动值得关注。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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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反战人士在其身后抗议$

作最坏打算，美高官说美军或在伊打地面战（+）

登普西和国防部长查克·哈格
尔16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出席
听证会。登普西说，虽然白宫方面排
除派遣特种部队赴伊作战的可能，
“但是他!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还告
诉我，要向他报告个案”。
“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即我

认定我们的军事顾问必须伴随伊拉
克部队进攻‘伊斯兰国’某些具体目
标，我将向总统提出建议。”

在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卡尔·
莱文追问下，登普西进一步说，如果
现在应对“伊斯兰国”的方法不奏

效，他可能建议奥巴马“投入地面部
队”。

登普西说，如果伊拉克政府军
发动“异常复杂”的军事行动，比如
试图夺回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美军
顾问可能随同伊军上前线，提供“近
战指导”。

鉴于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和
美国民众反战情绪，地面作战部队
重返伊拉克对奥巴马政府而言是非
常敏感的议题。
白宫方面随即试图淡化登普西

的言论，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在

记者会上说，登普西仅在谈论“假
设情况”，“今后可能会出现一种情
况，以至于他可能会向总统提出与
地面部队相关的战术性建议”。登
普西的发言人也称，登普西并非在
谈论“在伊拉克部署美军地面作战
部队”。
大约300名美军顾问正在伊拉

克，另有大约350名美军在伊保卫
美国外交机构。奥巴马本月初宣布，
再派遣大约350名美军以保卫美国
外交机构，从而使在伊美军总人数
增加至大约1000人。

作最坏打算，美高官说美军或在伊打地面战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
议主席马丁·登普西说，
如果迫不得已，美军可能
在伊拉克与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正面交锋———打
地面战。

白宫方面随即声明，
登普西在谈论“假设情
况”，美国不向伊拉克派
遣地面作战部队的方针
没有改变。

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是否训练和
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的方案，以便他
们能配合美军打击盘踞在叙境内的
“伊斯兰国”武装。奥巴马已经决定
把空袭范围从伊拉克扩大至叙利
亚。

登普西在听证会上说，在叙空
袭将针对“伊斯兰国”的基础设施、
运输线和指挥能力。空袭规模不会
像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始阶段那
样猛烈，但将是“持续”行动。

美国打算训练超过 5000名叙

利亚“温和”反对派武装人员，让他
们在地面配合美军，与“伊斯兰国”
武装作战。

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即使受过
培训的反对派武装全部投入作战，
也仅能遏制“伊斯兰国”的进攻势
头，“不足以使局势逆转”。

听证会不时被反战民众打断。
他们喊着“动武行不通”、“更多战
争，更多极端主义”。

登普西承认，单凭美军无法消
除“伊斯兰国”造成的威胁，即使在

叙利亚投入装甲师也不行。要击败
这一极端组织，需要其他国家合作。
美国正试图召集一个国际联盟以共
同对付“伊斯兰国”。英国、法国、德
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或打算
提供军事合作，包括空中侦察和军
事顾问。10个阿拉伯国家也表示将
向美国提供支持。

参议员安格斯·金担心，美国将
在全球卷入一场无休止的应对极端
组织的行动，变成一场“地缘政治的
打地鼠游戏”。 据新华社电

美高官考虑打地面战
听证会

在叙空袭将“持续”行动
不猛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