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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钱力 陈永美）10月
10日上午，一辆海安牌照货车因
驾驶人平时对车辆保养不够，行
驶途中竟“飞”掉一只车轮，险酿
交通事故。

当天上午10时许，正在富安
卡口点执勤的富安交警中队值班
民警李新露忽然发现一辆由南向
北开过来的货车一边双轮上少了
一个车轮，仅有的一只车轮还在
左右摇晃着，而司机胡某却浑然
不知。危险！李新露立即示意该
司机停下，胡某知道险情后吃了
一惊，不知道何时掉了一只车
轮。李新露立即为他联系汽车修
理工前来检修车辆，才知道是车
轮螺帽松了造成的。好在发现得
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车子修好
后，胡某一再表示感谢。民警提
醒驾驶人要注意车辆保养，以确
保安全行车。

车辆平时不保养
行驶途中车轮飞

近日，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人员在市区 10 千伏八林线上为新建的幼儿园搭接 10 千伏供电线路，确保不
影响该线路下的10多家企业和1400 多户居民正常用电。 唐雅 孙永兴 摄

近年来，新街镇立足产业高
地、生态福地、旅游胜地发展定
位，以苗木示范园为依托，努力完
善功能配套设施，将园区打造成
集生态休闲、乡村旅游和精品苗
木基地于一体的农业观光旅游
区。目前，新街镇已成功创成四
星级乡村旅游区。图为该镇顺应
游客返璞归真的观赏需求，打造
的木屋、健身区域、书吧等配套设
施。记者 张佳 通讯员 陆继军 摄

近日，由我市腕力协会承办的首届腕力交流赛在奥星跆拳
道馆举行，选手们分别来自东台、泰州两地。据了解，这是我市
第一次举行腕力交流赛，比赛分左、右手 80+公斤，左、右手 80
公斤以下共四个级别，经数轮角逐，最终决出四名冠军。

记者 张莉琳 通讯员 卢伟 摄

本报讯（记者 唐雅）“身
边人说身边事，身边人说自
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10
月 10日下午，一场精心组织
的道德讲堂活动在东台镇四
灶居委会上演，通过讲一个
道德故事、作一番点评、看一
段视频、唱一首道德歌、献一
份爱心五个环节向村民传递
了道德的力量。

活动中，中国好人刘卫国
用“男儿梦”“英雄梦”“好人
梦”三种不同的梦，讲述了自
己多年来拥军、慰问老红军
及帮扶困难适学儿童的感人
故事，分享了自己不忘初心、
努力前行和希冀家乡越来越
美好的愿望。他动人的事迹
感染了在场的所有观众，赢
得阵阵掌声。四灶乙一幼儿

园的小朋友们则用一首《爱
的奉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也将奉献之花开遍每一
位观众的心头。活动最后，
相关赞助单位还向部分困难
群众、困难党员及农村离岗
干部发放了慰问金。

东台镇四灶居委会相关
负责同志告诉记者，通过群
众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平
民英雄和凡人善举，宣扬良
好道德品质，使村民朋友们
在潜移默化中强化自身道德
修养，洗涤心灵，感悟道德，
从而践行道德，在以后的工
作生活中成为知行合一的道
德公民。在场群众纷纷表
示，今后要积极向身边好人
学习，自觉成为道德的传播
者和践行者。

东台镇四灶居委会
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季华锋 张礼进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安丰镇袁永
平等低收入农户又被一群老干部感
动了，年过花甲的老干部来到他们家
中，送上慰问金和月饼。

精准帮扶，献上自己的一份爱
心，让受赠对象想不到的是，这些爱
心款和月饼，都是老干部自掏腰包
捐助而来的。节日前夕，老干部党
支部就自发组织了一次捐款活动，
广大老干部踊跃参加，你 50元，他
100元，几天时间就募得善款 3000
元。大家到结对帮扶的六户低收入
家庭登门慰问。帮扶对象面对老干
部的馈赠，连声说：“多谢、多谢。”

帮扶低收入农户，小康路上不
让一户掉队。这是今年以来，安丰
镇老干部党支部的又一次爱心行
动，退休不退热，他们在关心全镇
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主动作为，协
助镇里精准扶贫。老干部们主动
与镇里联系，发动 5个党小组和退
休小组参与“一对一”帮扶。最终
选定了六户低收入家庭，这六户家
庭或因为缺乏项目技术，或因为疾
病残疾，在致富路上落了伍。他们
人均收入不足4500元，被列为重点
扶贫对象。

为了将帮扶落到实处，见到效
果，老干部们投入了十分的热情，帮
助他们“量体裁衣”找到适合的项

目，找到项目后，又帮他们学技术。
一次又一次地面对面交流，一趟又
一趟帮忙跑，经过老干部们的不懈
努力，全年人均年收入6600元的目
标，上半年已完成将近三分之二，超
过4000元。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老同志
的善举在让贫困户感动的同时，他
们自己也接受了一次与众不同的党
性教育。看到各家各户的困难，看
到户户养蚕上蔟忙碌的情形，老同
志王根炎深有感触地说：“精准扶贫
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也应成为我
们老同志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
应有之义务。”

老骥伏枥奉献真情老骥伏枥奉献真情

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 通
讯员 朱晓燕）10月9日下午，
时堰镇倪莫村村部鞭炮齐
鸣，村干部们以及部分老年
协会成员和整寿老人们共聚
一堂，一起为 20名 80周岁、
90周岁的老人集体祝寿。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这样的生日还是第一次，赶
上好时候了，村里都想着我
们。”80岁的杨益飞老人说。
为给村里老寿星们筹备这个
特殊的生日，该村党总支书
记梁干君一早就和村里的干
部们一起为老人们订做了生

日蛋糕，还提前为每位老人
定制了寿匾，并把活动室装
扮得喜庆十足。在众多祝福
声中，大家给老寿星们送上
了寿匾和生日蛋糕，并与老
寿星们合影留念。

据了解，倪莫村已经连续
八年为近 300名老人举办祝
寿活动，受到村民的一致好
评。“我们策划举办集体祝寿
活动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孝道
文化、倡导尊老爱幼的美德、
树立孝老亲老的文明乡风。”
倪莫村党总支书记梁干君
说。

时堰镇倪莫村
孝老爱亲氛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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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民政·福彩 热烈祝贺双色球2017119期喜中一等奖11注，单注奖金667.3万元，二等奖 127 注，奖金18.11万元！奖池累
积 5.57亿元！热烈祝贺我市320905站点一彩民喜中2017032期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500万元！热烈祝贺
我市32095903站点一彩民喜中2017073期双色球二等奖一注，奖金13.65万元。热烈祝贺我市中福在线大厅
2017年7月25日喜中25万全国累积大奖！热烈祝贺我市46人“众筹”买彩，喜中2017107期双色球一等奖，奖
金521万元！

促 销 信 息

在所有彩票投注技巧中，基本上都
是以逼近开奖号码为目的，也就是说，
排除掉不可能出现的号码，是所有彩票
投注技巧的最终目的。双色球红区共
有33个备选号码，除掉6个中奖号码，
还有27个号码，即需要淘汰27个号码
才能与中奖号码对齐。所以，挑选可能
不会开出的号码远比挑选可能会开出
的号码要容易很多。那么，排除号码有
哪些具体的方法呢？

1、排除重叠码
排除上期中奖号码中的其中3-5个

重叠码。重叠码现象非常普遍，一般重
叠码出现数量为1-3个，从这个角度来
考虑，我们最好是首先把上期中奖号码
中的其中3个排除掉，仅在1-3个重叠
号中选号即可。

2、排除边斜码
历期中奖号码中一般含有1-3个上

期号码的边码、斜连码，而上期号码的
全部边码和斜连码是12个，而且连号越
多，边码和斜连码越少。所以说，上期
号码的边码和斜连码最多保留1-3个，
其余的应排除掉。

3、排除同位码
常规状态下，0-9这10个个位数仅

在中奖号码中出现 4-5 个。假设一期
号码中没有同位号码，也只能是包含6
个不同尾数的号码，还有4组至少12个
同位号码不会出现。因此，我们应考虑
可能出现一组同位码，这样我们就可以
排除掉5组同位号码，也就可少15个号
码。

4、排除空号码

假定以5个码为一个区，在双色球
开奖中，常规有 1-3个空号小区出现，
排除2个区，就少10个号码。

5、排除极冷码
冷码的出现没有规律，并且极冷码

“千呼万唤不见面”。这样，我们在选号
前，可把已经10期以上甚至更多期没有
出现的号码排除掉。

6、排除极热码
同样，由于热码不可能总是热，号

码连出后要有一个平衡的关系，所以，
只要是已经连出3期以上的号码也可以
全部排除。

通过以上六次排除，再经过综合考
虑，把那些互相交叉、占 3次以上排除
条件的号码去除，所剩号码一般仅有
12个左右，选号难度就大大降低了，如
果用复式投注的话，中奖机会将大大提
高。
（大雅、剑锋）

选红六大排除法
2017年 9月 20日起，福彩“快3”开展2000万元促

销活动。活动期间：单注中“三同号单选”的送36元物
品；单注中“三同号通选”的送6元物品；单注中“二同号
复选”的送 4 元物品；单注中“二不同号”的送 2 元物
品。活动于2000万元送完次日结束。“快3”游戏是一
种迷你型小盘数字游戏，由于总共只有6个号码，不需
要排序，设奖又是按照三个数字的特定条件或范围进行
的，包括：和值、三同号、二同号、三不同号、二不同号、
三连号。“三同号单选”仅有6个号码，俗称豹子号，分别
是“111、222、333、444、555、666”，在促销期间，“三同
号单选”每注中奖奖金由240元提高到276元。“三同号
通选”就是6个豹子号全选，中奖后每注奖金由40元提
高到 46元，“二同号复选”就是在“11*、22*、33*、44*、
55*、66*”中任选一个，中奖后每注奖金由15元提高到
19元，“二不同号”有15个号码，每注中奖奖金由8元提
高到10元。“快3”游戏是一种快开游戏，9分钟销售，1
分钟开奖，全天共进行82期
开奖，每期随机生成三个号
码，作为开奖号码。（乐乐）

“快3”2000万元促销9月20日登场

投 注 技 巧

8月 21日起，我省福彩开展了“买双色球 豪礼相送”
大型促销活动，凡在全省范围内，购买“双色球”单张彩票
金额满20元（含）以上彩票，均可参加每周一次的抽奖活
动。活动自双色球第 2017098期至 2017127期，连续 30
期，共十周，每周抽取一等奖一名，奖品为价值30万元的
宝马车一辆或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均需缴纳个人所得
税）；二等奖十名，奖品为华为P10手机一部或人民币伍
仟元整。

10月 10日上午，“买双色球 豪礼相送”大型促销活
动 2017113-2017115 期和 2017116-2017118 期的抽奖
仪式在南京市公证处举行，这是本次活动的第六次和第
七次抽奖。在公证处公证员、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以及
福彩销售员代表的共同见证下，诞生了第六位和第七位
宝马车主，是来自苏州和无锡的2位彩民朋友。此外，还
抽出了20部华为手机的获得者，分别是常州四位，南京
三位，无锡、苏州和淮安各两位，南通、连云港、盐城、扬
州、镇江、泰州和宿迁各一位。（彩市快讯）

“买双色球豪礼相送”第六、七辆
“宝马”花落苏州和无锡

西溪植物园因地制宜植树造林，呈现水绿生态的和谐景观，成为市民及游客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夏静华 张莉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