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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入人心》第二季自播出以
来，网友们除了对“光鸣岛36子”称
赞连连，更是对三位出品人何时能
一展歌喉倍加期待。终于，在上周
五的节目中，廖昌永、张惠妹、尚雯
婕三位出品人登上全新特别公演舞
台，分别与六位首席组长高燃合唱。

廖昌永作为国内知名歌唱家，
他在美声方面的艺术造诣已经让人
分外敬佩，可谓是“魔王中的顶
配”。节目中，廖昌永与张英席、赵
越一起合唱，“神仙”组队实力超
群。“顶级唱将”张惠妹也与郑棋元、
董攀一起合唱，高低音碰撞加上张
惠妹的魅力嗓音，带来精美绝伦的
音乐剧表演。“音乐才女”尚雯婕则
搭档徐均朔、何亮辰，带来她自己作
词作曲的跨界作品《春之颂》，效果
炸裂。

封面新闻记者 陈颖综合报道

《小欢喜》中，方一凡的扮演者
周奇在戏中终于走上了艺术之
路。剧中的方一凡学习不太好，是
一个经常让父母操心的“熊孩子 ”，
而剧外的周奇，却是“别人家的孩
子”。虽然还不到19岁，但足以称
得上娱乐圈“前辈”，从小热爱舞台
的他，从六七岁就开始上台表演，
12岁就出演了个人首部舞台剧《走
进比爱情更深邃的地方》。从小学
习舞蹈和声乐，幼时在少儿频道的

《快乐大巴》《天生我才》《天才童
声》等节目频频亮相。周奇13岁首
次触影，便是参演周杰伦自导自演
的电影《天台爱情》，戏份虽然不多，
但回忆起往事周奇乐不可支，“又唱
又跳还能看周杰伦拍戏，真的特别
酷”。误打误撞当上演员后，《芈月
传》《海上牧云记》《老男孩》等作品
则让观众渐渐熟悉了这个活泼逗比
的快乐男孩。

他说自己和方一凡有点像，
“戏外的话，我有时候安静，有时
候比较猴。和磊儿相比的话，在
戏外他更猴一点。”周奇透露，这
个角色对自己有很多影响，比如

“以前我说话没有那么快，演完方一
凡之后说话变得特别的快，而且偶
尔也变得更皮了。”拍戏之外，周奇
还曾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美声
专业，也像方一凡一样，以音乐剧专
业为艺考目标。他师从刘岩，在《声
入人心》第三期节目，师徒二人共同
演唱了《王二的长征》的曲目《疼》，
获得了三位出品人的一致好评，刘
岩也夸赞这个学生“对待音乐非常
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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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最
受关注的话题热
剧就是《小欢喜》
了，而在剧中扮演
方一凡的演员周
奇更是收获了超
高的关注度。说
起来，周奇真的是
个宝藏男孩，在
《小欢喜》中演技
永远在线，他饰演
的方一凡很得人
心，虽然皮却很暖
心。不得不说，周
奇作为一个00后
新生代演员，在剧
中与海清、黄磊这
些戏骨对戏的时
候完全没有流露
出新人的青涩，反
而将方一凡演绎
得鬼马可爱，讨人
喜欢。许多细节
都处理得十分自
然生动，演出了一
个真实高中生的
状态。

其实，方一凡
的扮演者周奇，在
生活中是一名优
秀的男高音，还和
“师傅”刘岩在湖
南卫视《声入人心
2》一展歌喉。早
在第三期节目中，
周奇便有幸与刘
岩搭档演唱《疼》，
获得了三位出品
人的一致好评。

“参加《声入
人心》最特别的感
受就是能遇到这
些前辈和哥哥，还
有三位出品人老
师，跟他们在一起
能学到相当多的
东西。”周奇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直
言，不论是《小欢
喜》中的挑战表
演，还是放声《声
入人心》，他感受
到的都是对艺术
的热爱。

浙江卫视 2019《中国好声音》导
师对决第二战已尘埃落定，最终，哈
林“哈密葫芦瓜”和那英“小二班”的
对决中，哈林以 4：1 的成绩获得胜
利，将与李荣浩战队一起争夺“最强
战队”的荣誉。

这场对决中，有一对组合尤其引
人注目，那就是同样 19 岁的江苏宿
迁小伙汪帅和马来西亚华裔女生蔡
咏琪。

虽然年纪相同，但两人不论外形
还是气质都悬殊颇大，形象成熟的汪
帅被李荣浩、王力宏亲切地叫起了

“我汪哥”“汪叔”，布鲁斯的音乐风格
自带“老灵魂”。而身材娇小的蔡咏
琪则被导师们爱称为“小朋友”，演唱
情歌时有着浑然天成的清新气质。

蔡咏琪直言“输赢不重要”
其实，这次上场之前，汪帅最不

想对上的对手，就是那英战队的蔡咏
琪。“音色就不用说了，她的唱功也真
的好”。虽然被导师昵称为“小朋
友”，但蔡咏琪并不是一个柔弱的小
女孩，而是“小小的身体有着大大的
能量”。

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的华人姑
娘蔡咏琪，从小开始参加各类歌唱比
赛，她还曾受马来西亚“皇后”——苏
丹后邀请，到苏丹的生日宴暨登基大
典上献唱，获得了皇室认可。《中国好
声音》在马来西亚也有播出，蔡咏琪
是看着“好声音”长大的，回忆起来，
她如数家珍：“喜欢金池的《夜夜夜
夜》”。“张碧晨那一届也特别喜欢”。
能参加“好声音”，也是蔡咏琪一直以
来的目标。虽然在这轮对决中惜败汪
帅，但蔡咏琪认为，能表现出应有的水
平，自己就已经很满意，在她看来“输
赢不重要，能留下好的作品就好。”

汪帅身体住着“布鲁斯老灵魂”
哈林形容汪帅是“超龄”，不光是

外形，还有音乐类型上的喜好。汪帅
19岁的年轻身体里，住着布鲁斯音乐
的“老灵魂”。李荣浩对汪帅评价很
高：“是我第一次听到华语音乐人唱
这么纯（的布鲁斯）”。加入哈林的战
队，汪帅觉得很幸运。“一根藤上七
个瓜”，对于他们这七位队员，哈林每
个人都悉心指导，给他们每个人唱小
样，微信上嘱咐、加油，一对一进行教
唱，“老师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

因为超乎年龄健壮的身型而受
到关注的汪帅，其实也曾经是一个清
瘦少年。录像时，哈林就曾透露汪帅
的小秘密：“他以前很瘦，现在是‘汪大
帅’”。汪帅本人也曾晒出旧照，证实
自己确实“瘦过”，自嘲“这些年我经历
了什么”。首次出战告捷，对于下一场
对决，汪帅自信十足的同时，也表达了
希望减肥的愿望：“我下一场会打扮得
非常帅帅气气，一起期待吧！”

封面新闻记者 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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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公布彩票公益金去向
8月29日财政部发布了《2018年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公告》。《公

告》显示，2018年，全国发行销售彩票51147173万元，共筹集彩票公益金13387498万元，中央财政彩票公益金收入

6526241万元。其中，福利彩票机构发行销售彩票22455612万元，筹集公益金6435862万元。

这些公益金
由谁分配和使用？

彩票公益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
理，“收”即由彩票发行销售机构分别上
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支”即由财政
部门负责彩票公益金的分配和使用。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的职责是销售
彩票并筹集公益金，但对公益金并没有
使用权。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彩票公
益金的分配、使用及监督。

彩票公益金怎样分配？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

配政策，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
按50:50的比例分配。其中，中央集中
彩票公益金在社保基金会、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
按 60%、30%、5%和 5%的比例分配。
地方留成彩票公益金，由省级财政部门
商民政、体育等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分配
原则。

2018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出
5865392万元。按上述分配政策，分配
给社保基金会3584500万元；分配给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683492万元；分配
给民政部298700万元；分配给体育总
局298700万元。

2018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1683492万元。用于国务院批准的社会
公益事业项目，经由彩票公益金的使用
部门或单位向财政部提出申请，财政部
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福利彩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按照“扶老、助残、
救孤、济困”的宗旨，资助老年人、残疾
人、孤儿、有特殊困难等人群，提供社会
福利设施建设服务。

扶老
探索新兴的养老服务方式

201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
养老公共服务100000万元，支持地方
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寻求突破的方
向，要在思想上转变社会传统的养老观
念；在联动上构建养老产业链，与其他
产业协同发展；在技术上把“互联网”与

“养老”相结合，探索新兴的养老服务方
式：“养老顾问”“老人饭桌”“抱团养老”

“智慧养老”“游学养相结合”等新型养
老体系，让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更加丰
富，老有所养、乐得其所。

助残
呵护心灵健康
扶助自立自强

201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
残疾人事业200900万元，主要用于残
疾人体育，盲人读物出版、盲人公共文
化服务，以及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贫困
智力精神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
定补贴、残疾人助学、贫困重度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
构设备补贴、残疾人文化等方面。

关爱残疾群体，不只关注一时之冷
暖，更要让残疾人拥有立足于社会的能

力。“福彩慈善助行工程”帮助残疾群体
补全身体缺陷，不再为肢体残缺而自
卑；“明天计划”，让摔倒在“起跑线”的
关爱残疾儿童再次迈出脚步；“福彩之
光”残疾人创业大赛及职业竞赛鼓励残
疾人自主创业，支持残疾人独立自强。

救孤
筑牢孤残、困境、
留守儿童保护网

201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92000万元；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73952万元，留守儿童快
乐家园1500万元。

对于孤残、困境、留守儿童的关爱，
以“蓝天计划”作为推动，一批集养护、
救治、教育、康复、特教于一体的儿童福
利机构，初步形成了我国儿童福利机构
服务网络。“模拟家庭服务项目”则进一
步优化儿童福利，为孤残儿童提供类家
庭抚育福利服务。“福彩公益课堂”“社
区青年”“福彩夏令营”等项目，为孤残
儿童、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筑牢保护网。

济困
兜牢民生底线

精准扶贫力度不断加大

201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扶贫事业20000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贫困村村内小型生产性公益设施建设。

200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扶贫事业项目管理办法》（财农[2008]
340号）颁布，扶贫事业纳入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范围，近年来，配合国家
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彩票公益金也加
大了扶贫事业投入。

2008年至2010年，财政部安排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5.1亿元用于在全国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的部分革命老
区县实施整村推进试点项目。“十二五”
期间，中央累计安排52.25亿元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用于革命老区扶贫工
作。“十三五”以来，2016年，中央财政安
排专项彩票公益金15亿元，在22个省
（区、市）75个贫困老区县建档立卡贫困
村开展村内小型生产性公益设施建设
项目。2017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18亿元，在22个省（区、市）90个贫困老
区县进行扶贫。2017年11月,财政部
发布了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脱贫攻
坚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安排16.2亿元
在22省（区、市）81个贫困革命老区县
开展贫困村村内小型生产性公益设施
建设；2018 年 5 月，财政部再次下达
201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
老区脱贫攻坚资金3.8亿元。2018年，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脱
贫攻坚资金总额达20亿元。

目前，用于革命老区扶贫系列项目
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已累计达
110.35亿元。

助学
形式丰富多元

特色项目以人为本

201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
教育助学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05000万元。教育助学项目由教育部
委托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实施，主要用
于奖励普通高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
入学交通费和短期生活费，资助家庭经
济特别困难的教师，救助遭遇突发灾害
的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由教育部
组织实施，资助创新创业教育成效显著
的高等院校，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发
展。

自2007年起，中国教育发展基金
会接受财政部、教育部委托，开展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在教育领域的公益项
目。2007至2010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教育助学项目累计投入21亿元人
民币，共资助中西部22个省（区、市）和
新疆建设兵团的县、镇、农村普通家庭
特别困难的学生210万人次。2011年
至今，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
目通过“滋蕙计划”“励耕计划”和“润雨
计划”等，用于奖励普通高中品学兼优
的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家庭经济特别困
难的教师，救助遭遇突发灾害的学校。

福彩助学，在助学对象上涉及农村
及城市贫困学生、留守儿童、流动儿童、
孤残儿童；在助学范围上涉及学前教
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
续教育等类型；在形式上丰富多元，除
以资金支持为主的公益助学项目外，

“福彩公益课堂”、“福彩爱心图书进校
园”、“福彩育苗计划”、“让福彩的爱伴
你回家过年”等多种形式的助学活动，
多方面、多渠道、多角度解决困境学子
的进学难题。

医疗
扶助因病致贫群体

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201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
医疗救助180000万元，用于红十字事
业45340万元，用于农村贫困母亲“两
癌”救助30600万元，用于出生缺陷干
预救助15000万元。

彩票公益金为推动我国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2003年，财政部拨付3亿元中央彩
票公益金用于补助地方农村医疗救助
基金。2004年，《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
理试行办法》发布，明确以彩票公益金
作为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的来源之一，专
项用于农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201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中国红基会

“天使阳光基金”先心病患儿救助项目
每年投入2000万元，支持先心病患儿
的救助工作。2011年，财政部安排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农村贫困母亲乳
腺癌、宫颈癌（简称“两癌”）救助项目。

法律援助
持续为困难群体
提供法律援助

201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法律援助 13000万元，主要用于农民
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法
律援助工作。

自2009年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法律援助项目以来，截至2018年年
底，累计使用彩票公益金资金8.3亿元，
资助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7万多件，服务
困难群众73万多人，为受援人挽回损失
或取得经济利益超过282亿元，获得免
费法律咨询帮助的群众数以百万计。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自1987年发
行以来，截至2018年底，中国福利彩票
已筹集公益金6022.97亿元，广泛用于
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

每一张中国福利彩票都是一份爱
心，聚沙成塔、汇爱成河，让我们通过善
小的努力，让世间多留一份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