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不少
美国大学生毕业时都背负沉重学债，部分
女学生为了能尽快还清欠款，甚至不惜走
上援交路，寻找俗称“甜心爸爸”的有钱
男人包养， 这些女生的数字近年不断增
长。

全美 2100 万名大学生中，有六成毕业
时平均背负 2.73 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16.91 万元)债务。有钱的“甜心爸爸”会通
过一些机构和网站搭路，以性和陪伴为条
件，向“甜心宝贝”提供款项。

从 2014 年用户提交的数据来看，“甜
心宝贝” 会把援交所得的 36%用于交学
费，23%交租，20%买书，9%用于交通费，
5%买服饰，以及 7%用于其他。 据报道，美
国部分名牌大学学费昂贵，这成为女生赚
外快的主要原因。 据新华网报道

第一位：两极分化格局迹象明显，防范小数
延伸发展，奇数号码应为首选。推荐：1、3、9。第二
位：密切关注窄幅震荡走势，关注大小互动格局，
防对称追偏冷奇偶。推荐：2、5、7。第三位：重心依
然偏右微量调整，谨慎大数延伸拓展，严防热码
奇偶出号。推荐：4、5、8。第四位：左侧真空地带有
望填充，进入大小交替模式，温态偶数较佳组合。
推荐：2、4、8。第五位：近期落点仍然相对不稳，注
意小数弱势表现，优先考虑冷态奇数。推荐：1、3、
9。 第六位：单边走势目前暂无变化，设防大数再
次发飙，看好缺省奇偶砸盘。 推荐：4、7、8。 第七
位：走势大幅右移寻求平衡，大数回补指标凸显，
仍可筛选温奇冷偶。 推荐：5、6、7。

综合分析：可按常规组合号码，关注顺子结
构。本期以 1、2 路号码为基准、以小数奇偶为重
点。 大小比 4∶3；奇偶比 5∶2；和值在 32 点位
左右。 推荐组合：14、25、44、45、48。

第一位：3、9；第二位：2、7；第三位：4、5、8；
第四位：2、4、8；第五位：1、3、4；第六位：4、7、8；
第七位：5、6。

(以上分析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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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透不止 畅活由你

和值分析：2 路和值已经遗漏了 7
期，回补的几率较高。 大尾和值在最近
几期开出较多，谨防小尾和值回补。 看
好和值上行。 综合推荐： 11、13、14。

号码冷热：近 7 期，排列 3 热号为
13468。近期，个位小号在近 10 期较为
强势，大号回补的需求迫切，关注个
位 6。 温号为 2。 十位 2 路号码已经有
11期未曾露面， 回补的几率很大，关
注十位 2。冷号为 0579。百位偶数号码
连续开出了 3 期， 看好奇数号码回
补，关注百位 7 和百位 9。

组三提示： 推荐关注六码组三
124579。 该指标理论间隔 10 期，在去
年年底(14257 期 -14340 期)创造了该
指标的最大遗漏 84 期，目前再次遗漏
30 期。 大冷之后，未能在理论间隔值
内及时回补， 近期开出的几率较大。
双 1 路组合的组三号码在近 100 期仅
开出 4 次，可以作为重点。 缩小范围，
重点关注五码组三 24579。 该指标目
前遗漏 119 期， 创造了该指标新的最
大遗漏，欲出几率较高。

跨度趋势：2 路跨度遗漏了 6 期，

可以作为关注的重点。 看好中大区跨
度开出。 综合推荐： 5、6、8。

特 别 提 示 ： 推 荐 六 码 组 六
014578。 该指标理论间隔开出周期为
8 期，目前遗漏为 5 期。 该指标历史最
大遗漏仅有 41 期， 平均遗漏为 8.32
期，属于较热的指标。 上次遗漏达到
35 期， 谨防其在经历较长遗漏后，在
理论周期内迅速回补。 缩小范围，重
点关注五码组六 01458。 该指标目前
遗漏 63 期，有望于近期开出。

(以上分析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正在澳大利亚激战的亚洲杯赛
事，是体育彩票竞猜型游戏 2015 年度
开年“大戏”。 适逢单场固定游戏正式
上市销售， 所售场次比试销阶段有大
幅增加。

中国队首战沙特队， 打破 18 年
不胜对手的魔咒，1 比 0 取得亚洲杯
小组赛首胜，路透社在报道中称，中
国队制造了本届世界杯的首个冷
门。 竞彩单场固定奖开售了这场比
赛，总销量达 2281 万元，是亚洲杯已
完赛场次销量最多的一场， 看来中
国球迷和彩民还是很给中国队捧场
的。 数据显示，该场比赛的返奖金额

达 2988 万元， 返奖率超过 130%，单
就这一场比赛来说，体彩中心赔了，
彩民赚了。

中沙之战赛前， 朋友圈中不断有
人预告比赛时间， 有的人取消聚会或
改动聚会时间又或改动聚会场所，为
的就是看这场比赛。 比赛期间，还有人
不断报告着比赛进程。 这么多年来，不
管中国队成绩如何， 始终牵动着中国
球迷和彩民的心。

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国队是本届
亚洲杯的一匹黑马，1 月 18 日将迎战
朝鲜队，中国队能否继续“黑”下去，
恐怕是球迷和彩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既然球迷和许多非球迷以及彩民
都关注中国队的比赛， 对于竞彩店的
业主们来说， 这又是一个发展新彩民
的好机会。 本报对 2014 年度竞彩明星
业主候选人进行系列报道时， 一些业
主提到，像世界杯这样的大赛，是发展
彩民的好机会，彩民有了，销量自然就
有了。 亚洲杯的影响力虽然比世界杯
差很多，但毕竟有中国队参与，其受关
注程度也不容小觑。

不管中国队能否一“黑”到底，或
者是还能“黑”多久，都是拉动竞彩销
量提升的一个因素。 当然， 中国队赢
球，彩民赚钱，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单场固定游戏上市：中国队赢了，你赚钱了没？ 7星彩 15006 期分析：

可按常规组合 关注顺子结构

排列 3 近期综合分析：

看好 2 路和值 关注 2 路跨度

印度恒河上突然出现大约 100 具漂
浮的尸体，包括多具儿童尸体，引发疑问
和对恒河健康的担忧。 当局 14 日展开调
查。

【难以辨识】
这些尸体出现在恒河的一条支流

上，靠近距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大约 28 公
里的帕里亚尔村。 美联社报道， 村民们
13 日开始注意到这些尸体， 因为不少尸
体搁浅在河岸遭狗和鸟啃食。

一名官员估计，迄今已发现 80 具尸
体，但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

地方行政长官绍姆娅·阿加瓦尔从
温瑙地区经由电话告诉法新社记者 ：
“可能有大约 100 具尸体，但我们尚没有
得到确切数字。 ”

阿加瓦尔说，这些尸体高度腐烂，难
以进行尸检和辨认， 正进行脱氧核糖核

酸（DNA）检验以确定尸体来源，“我们
已经派一队医生前往现场， 收集尸体样
本”。

另一名官员萨尤阿·舒克拉说：“我
们一旦完成所有法律手续， 这些尸体将
被掩埋，以避免疾病传播。 ”

【来自哪里？ 】
暂不清楚为何如此多尸体同时出现

在恒河上。 警官拉姆·钱德尔·萨胡说：
“这些尸体似乎在水中漂了很长时间
了。 ”

阿加瓦尔说：“似乎是河水水位下
降，这些尸体浮出水面。我们正在调查原
因。 ”

警方高官萨蒂什·加内什说，事发地
靠近一处火葬区， 这些尸体可能是在河
流上游的火葬区被水葬，后困在浅水处。

官员们不怀疑这牵扯犯罪。 美联社

报道，尽管在河中处理尸体不合法，但印
度一些地方的习俗是未婚女孩不火葬而
水葬。另外，也有不少印度穷人因付不起
火葬费而选择水葬。

【引发担忧】
在一个地方一下子发现如此多尸

体，引发部分人士对环境和健康的担忧。
致力于保护恒河的一非盈利组织成

员马利克·巴诺特说，因恒河建水坝等原
因， 没有足够的水流把尸体冲走或帮助
其分解。

“事实上，（把死者放入河中） 这些
传统正变成一种健康危害， 因为尸体不
是被冲走而是在河中腐烂，” 她告诉印
度 CNN-IBN 电视台记者，“先前，这些
尸体会被冲入河中， 而鱼和其他东西会
把它分解掉，那是（自然界）和谐生存的
事。 ”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研发加速】
现阶段，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没

有批准任何埃博拉疫苗的生产和销售。
不过， 全球已有多种埃博拉疫苗处于研

发阶段。
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 美国纽林克

基因公司、马克公司、强生公司等制药巨
头的埃博拉疫苗研发都已进入临床测

试。
强生公司 1 月宣布，已经启动埃博拉

疫苗的人体测试。 进行人体测试前，这种
疫苗在猴子身上起到“全面防护”作用。

不过， 并不是所有埃博拉疫苗研发
都顺利。 去年 12 月，瑞士当局叫停一种
埃博拉疫苗的研发， 理由是参与测试的
志愿者注射疫苗后出现关节疼痛。

【需求巨大】
本次埃博拉疫情蔓延态势凶猛，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药物和预防疫
苗，检测试剂和方法同样不够完善。

世卫组织先前预计，在埃博拉疫情最
严重的西非三国，一线医护人员需要至少
10 万剂疫苗。 如果在这三个国家对成人
实施大规模接种，则需 1200 万剂疫苗。

按照这一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说法，
两种有前景的埃博拉疫苗第一阶段临床
测试结果安全， 下一阶段临床测试即将
在西非疫情重灾区开启。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虽说胖娃娃招人喜欢，可是太胖可不
是好事。 哥伦比亚利瓦诺 10 个月大的女
婴胡安妮塔·埃尔南德斯生下来 5 斤 4
两， 与其他婴儿无异， 到 15 天时就变得
“胖乎乎”，之后体重持续增加，如今已有
20 公斤，和 5 岁的孩子差不多。 埃尔南德
斯的妈妈想带孩子去医院检查肥胖原因，
却苦于没钱。 哥伦比亚一家慈善机构闻讯
后把埃尔南德斯带到首都波哥大，请专家
给她会诊。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儿童健
康专家塔姆·弗赖的话报道， 如果不能及
时控制埃尔南德斯的体重，她两三年内就
可能患上 II 型糖尿病。 据新华社电

印度恒河现百具浮尸

美拟临床测试埃博拉疫苗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

任汤姆·弗里登近日说， 美国针
对埃博拉病毒的治疗研究眼下
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埃博拉疫苗
的疫区临床测试有望在一个月
内展开。 弗里登承认，埃博拉疫
苗研发“相当具有挑战性”，要等
到临床测试第一阶段完成后才
能确认疫苗是否安全。 他预计，
一期临床测试将在一到两周内
结束 ，如果一切顺利 ，疫苗将进
入下一阶段的疫区测试。

10个月大女婴
体重达 20 公斤

美国女大学生
“求包养”还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