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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江苏体彩全年实
现销售 195.51 亿元，继续蝉联
全国体彩业界第一，筹集公益
金52.18亿元（含弃奖），上缴中
奖偶得税约3.20亿元。

砥砺方寸间，初心不改。一
串串数字背后，蕴含的是坚守、
成长、温暖与担当。这一年，江
苏体彩严抓疫情防控，继续突出
责任彩票建设，强化以公益公信
为核心的品牌管理，各项工作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艰难方显勇

毅，磨砺始得玉成。在这跌宕起
伏的一年，我们携手并肩，终能
越过山丘，燃起星火。

面对疫情，江苏体彩人响
应号召，行动起来，在抗疫的一
线化身一位位逆行者用实际行
动为抗疫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省体彩中心紧急决定将原
用于体彩品牌宣传的帐篷、遮
阳伞、便携桌椅等物资拿出来，
捐赠给全省防疫一线。2020
年 2 月 10 日一早，物流公司的

工作人员就到仓库进行物资分
拣、装车，将 3000 余件、重达
45 吨的物资发往全省 50 多个
指定位置。根据统一安排，从
2月12日起省体彩中心党员干
部及志愿者在无物管的永庆
村、怡景花园、广州路 211 号等
小区值守。为了降低休市对体
彩网点造成的影响，省体彩中
心发放了疫情防控网点专项补
贴 2580 万元，以实际举措暖心
帮扶江苏省内所有体彩网点共

克时艰、共渡难关。
此外，江苏各地体彩人也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奔跑在战
“疫”路上。南京体彩为江苏对
口援助城市黄石市募集善款，
共募集善款 19 万多元。苏州
吴江05523体彩网点业主朱先
生采购了 5 吨 84 消毒液，分别
捐赠给了吴江十几家企事业单
位，用于灾情之后复工消毒使
用。像这样的事迹，在防疫期
间数不胜数。

2020 年，江苏体彩在建设
“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
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目标引
领下，在“浪花”们的守护下，在
责任彩票建设的征途中乘风破
浪。 缇彩

逆行者——抗疫路上有你也有我

砥砺前行 汇聚公益的力量

当地时间 1 月
9 日，美国芝加哥发
生连环枪击案。一
名 32 岁 非 洲 裔 枪
手开枪射击，导致 3
死4伤，枪手已被警
方击毙。

11 日，中国驻
芝 加 哥 总 领 馆 证
实，一名中国留学
生在美国该枪击案
中不幸遇难。

凶手实施无选择、无差别开枪，致多人伤亡

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枪击案中遇难

据当地媒体报道，9 日下
午，芝加哥南部靠近芝加哥大
学校园的一公寓停车库发生枪
击事件，一名就读于芝加哥大
学的 30 岁范姓中国留学生当
场死亡。凶手随后在芝加哥南
部另一公寓开枪打死一名警
卫，在一家便利店开枪打死一

名男子。当天傍晚，凶手在芝
加哥北部劫持了一名妇女，随
后在与警方交火中被打死。此
次连环枪击案还造成 4 人重
伤。

据芝加哥警方介绍，凶手
实施无选择、无差别枪击，其犯
罪动机还在调查中。

凶手随机开枪，连环枪击致多人死伤

目前，芝加哥警方披露了
案发时的诸多细节。

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
芝加哥警方确认嫌疑人为 32
岁的杰森·南丁格尔。

初步调查显示，南丁格尔有
多项前科。在枪杀案（枪击案）
发生前，南丁格尔在社交网络上
发布了数十段激进视频，甚至扬
言“我要炸掉整个社区”。

警方称，连环枪击案于当
地时间9日下午1时50分左右
开始。范某为首个遇害者，他
在公寓停车场的车内被枪击中
头部身亡。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凶
手无差别地开枪射击，一场无
情的连环枪击案接连夺去了几
条鲜活的生命，直到当天晚些
时候凶手被警方击毙。

初步调查显示，凶手有多项前科

当地时间 1 月 9 日下午 2
时左右，警方接到范某女友的
报警，其女友称，自己去看牙
医 ，范 某 坐 在 车 内 副 驾 驶 等
她。之后她发送短信给范某，
但一直没有回复，觉得不对劲
后，她立即跑到停车场，却发现

范某已经在车内中枪。凶手使
用的大口径.45手枪子弹弹壳，
就掉在驾驶座上。

警方称，根据现场找到的
弹壳，还有掌握的其他信息，凶
手使用的是.45口径手枪，范某
被近距离一枪致命。

案发时,被害人在车内等女友

10 日下午，芝加哥大学
布斯商学院公告称，范某来
自中国，是该学院经济金融
博士四年级学生。

11日，芝加哥大学发文悼
念。芝加哥大学表示，这是个
令人悲痛的消息，校方将为受
此事件影响的成员提供帮助。

范某的多位师长、同学
都对他的意外死亡感到痛心
与震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
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拉尔斯·彼得·汉森惋惜不
已，他哀叹，范某是他最好的
研究生，也是最优秀的同事，

更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汉森说，范某是经济与

金融界宝贵的知识资源，一
直致力帮助他的学生与同学
学习，而且他运用公司财务
理论与经济动力学的工具与
见解，来研究金融机构和市
场监管的作用，正在撰写一
篇出色的论文。

该校布斯商学院院长马
德哈夫·拉詹则在一份声明
表示，范某是一名聪明又极
具天赋的学生，受到同学们
爱戴。他原本计划在今年提
交博士论文。

芝加哥大学发文悼念，师友痛心与震惊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侨
务组组长卢晓辉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获悉中
国学生不幸遇难的消息后，
总领馆第一时间联系其国内
家人表示哀悼慰问并提供领
保协助，并向芝加哥警方表
达关切，敦促警方尽快查明
真相，通报案情，切实保护包
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
民的安全。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表
示，我们强烈谴责滥杀无辜
的凶残犯罪行为。

总领馆在此谨提醒领区
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中国
公民密切关注居住地疫情及
治安状况，注意及时了解当
地政府及媒体发布的预警信
息，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加
强安全防范，尽量减少外出，
确保自身安全。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
敦促警方尽快查明真相

据美媒报道，受疫情导
致的商户关闭、失业人数上
升等多重因素影响，2020 年
美国多个城市的凶杀案激
增。其中，美国芝加哥发生
的凶杀案较 2019 年上升了
50%以上。

芝加哥警方统计数据显
示，2020 年芝加哥地区发生
凶杀案件 769 起、枪击案件
3261起，分别比2019年增加
约55％和52％；2019年枪击

案件受害者人数为 2598 人，
2020年升至4033人。

美 国《时 代》周 刊 称 ，
2020 年许多美国人经历了
严重的暴力事件。枪支暴力
和枪支犯罪急剧上升，这一
年超过 1.9 万人死于枪支暴
力相关事件。“枪支暴力档
案”（GVA）网站数据显示，这
是 20 多年来因枪支暴力死
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新华社 北京日报

新闻链接

受疫情影响美国多地罪案激增

据“今日俄罗斯”新闻 11 日报
道，美国加州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
至少 3 只大猩猩已被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成为美国甚至全球首例大猩
猩感染病例。据信，这些大猩猩是
被一名无症状的工作人员感染。

据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官网介
绍，当地时间1月6日，有两只大猩猩
开始咳嗽。动物园立即着手检测大
猩猩的粪便样本是否存在新冠病毒。

1 月 8 日，初步测试发现大猩猩
群体中的确存在新冠病毒。美国农
业部国家兽医服务实验室（NVSL）
于11日证实了至少3只大猩猩新冠
检测呈阳性。

国家兽医服务实验室（NVSL）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们是美国首批
被证实感染新冠病毒的大猩猩。当
地时间周一，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的
8只大猩猩再次接受了核酸检测，并
处于隔离监控之下。动物园称，由于
大猩猩以“家庭方式生活”，因此推测
所有成员都已暴露在病毒中，目前不
能绝对排除其它几只猩猩没有感染。

“除了有些鼻塞和咳嗽外，大猩
猩的情况还不错。所有大猩猩仍处
于隔离中，但可以正常进食和喝
水。我们对（它们）完全康复抱有希
望。”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执行董事
丽莎·彼得森说道。

动物园方面表示，尽管遵循了
美国疾控中心和圣地亚哥公共卫生
部门制定的所有新冠预防措施，并
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在接近大猩猩时
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但大猩猩疑似
仍被无症状的工作人员感染。

“今日俄罗斯”称，尽管此前研究
证实，一些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易受新
冠感染，但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第一
例自然传播给猿类的病例，尚不清楚
它们是否会产生严重反应。

国家兽医服务实验室表示，仍
在研究新冠病毒在野生动物群体中
的传播状况，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动物在将该病毒传播给人类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并补充称，这种风险

“被认为极低”。 红星新闻

成为美国甚至全球
最早报告大猩猩感染病例

美国至少
3只大猩猩确诊新冠

非裔男子南丁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