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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婆婆遇到城里丈母娘

恰好机会来了，顾小艾孕期
反应较重，趁机让秦杨打电话给
婆婆，以需要人照顾为由，把婆
婆接到家里。杨仙芳见儿媳如
此看重自己，又觉得重任在肩，
赶紧安排好家里的一切，赶到儿
子家。

婆婆来的第一天晚上，顾小
艾就郑重地拿出一个信封交给
她，“妈，这个月过了一半了，这是
剩下的生活费。”婆婆抽出来一
数，一共535元。她接着说：“妈，
我和杨杨刚工作不到一年，工资
还不高，每个月工资加起来是

4646 元，每个月要还房贷 2000
元，物业费和水电气费至少 300
元，人情往来500元上下。以后养
孩子花费更大，所以从现在起每
个月得给孩子存 1000元。这么
算下来，每个月生活费就剩下800
多元了。当然还不包括家里来客
人的开销，那样就要负资产了。
妈，您肯定比我会持家，以后这个
家就由您来当了。”

秦杨在后面直竖大拇指。顾
小艾则边说边仔细观察，她每说
一笔花费，婆婆的脸色就凝重一
些。等她说完，婆婆倒抽一口冷
气，战战兢兢地问：“这城里的花
费怎么这么大？什么人情往来就
得500元？”

顾小艾撇了撇嘴说：“500元
不算什么，上次表舅家的孩子
来，我们请他们吃饭，一顿就花
了 500 多。不过，乡里乡亲的，
又是亲戚，花多少钱也应该，是
吧？”婆婆不说话了。

第二天一早，顾小艾就听到

婆婆给小姑子打电话：“下回你
们来，带两口袋面，20斤油，再弄
点青菜、白菜、萝卜的，这城里什
么都得用钱买。对了，你跟亲戚
们说，以后再来你哥哥家，都不
许空着手……对，你就说是我说
的，杨杨家又不是免费客栈。”

顾小艾站在门口捂着嘴偷偷
笑了。

没几天，秦杨的一个远房表
哥打电话，说他老岳父心口疼，要
来城里看病，让他去汽车站接一
下。顾小艾请单位的司机小周开
车带老公去车站接人。送小周走
时，婆婆也赶出来道谢。当着婆
婆的面，小艾塞给小周两包中华
烟。上楼时,婆婆问道：“小艾，他
不是你们单位的同事吗，用个车
还得给两盒烟？”

顾小艾忙解释：“哎哟，妈，你
媳妇我既不是领导，手里也没实
权，好在我有个好人缘，可这好人
缘也得礼尚往来不是？”

婆婆顿了顿，又问：“两盒烟多

少钱？”“120元。”“啊？”婆婆张大
了嘴。

第二天，表哥要带岳父去医
院。搁以前，就算婆婆不在这
里，也会遥控指挥儿子跟着去医
院，挂号缴费的事自然非儿子莫
属。可这次，婆婆一早就叫他们
起来吃早饭，然后对表哥和他老
岳父说：“杨杨和小艾是公家人，
忙得很，可不敢耽误上班。待会
儿你们自己去医院。”

顾小艾当然明白缘由，不过
还假意推辞道：“你看，表哥人生
地不熟的，还是让杨杨请假跟着
去吧!”婆婆一挥手：“他好歹也
高中毕业，你们快上班去吧。”

其实秦杨已经请好假了，却
被他妈稀里糊涂地撵下了楼。
他不解地问：“妈这是怎么了？”
小艾敲了敲他的脑门，说：“笨
蛋，你妈心疼儿子呗！不对，是
心疼儿子口袋里的钱包。”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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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天神剑”一出场，大部分
流氓软件都被删除，用户的安装
量从数十万攀升至百万以上。因
为“巡天神剑”瞄准的是流氓软
件，又兼具一定的杀毒功能，推出
之后立即遭到潜龙等对手的狙
击。直到周云鹤祭出免费大旗，
才算在这场战斗中站稳了脚跟。
不过，危险远远没有解除，因为每
个流氓软件的背后，都有一个有
名的互联网公司，谁肯承认自己
的软件是流氓软件呢？

流氓软件怎么认定？当然不

是周云鹤说了算。周云鹤想出了
一个绝招——发动群众。

随后，巡天公司与尤利西斯
公司联手中国互联网协会，启动
了网络百日大扫除行动和恶意软
件网络公投。结果，网络公投列
出了一百多个可以被查杀的流氓
软件，潜龙公司旗下的“潜龙漫
步”软件名列第一。

“潜龙漫步”是潜龙公司获得
流量和利润的命根子，也是马雷
的得意之作。这款插件通过弹窗
引导用户进入潜龙网站界面，截
取流量，每年能给潜龙公司带来
两亿元的收入。

周云鹤利用群众斗潜龙，潜
龙有苦说不出。他们没法儿公开
说周云鹤此举不对，只能另找机
会进行反击。

反击很快就来了。
杨青抱着笔记本电脑跑到周

云鹤办公室，让他看屏幕上的界
面。周云鹤当时就愣了——潜龙
公司开发出了“潜龙怒吼”软件，
无论外观设计还是杀毒方式，与

“巡天神剑”如出一辙。
周云鹤叹息：“这种自相残杀

的竞争模式，肯定不是互联网的

未来。但你也不要忘了，潜龙公
司的总部在美国，有着强大的资
金和技术实力。”“难道说我们肯
定竞争不过潜龙了？”周云鹤打电
话叫来彭鹰，三人分析了几种突
围的可能，最后都否了。周云鹤
说：“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
上门跟马雷和谈，看能不能放下
分歧，合作共赢。”

几天后，周云鹤和彭鹰敲开
了马雷办公室的门。阔大的办公
室里，摆着一张用整块金丝楠木
做成的画案，上面摆着文房四宝，
马雷正在泼墨挥毫，用铁山摩崖
书体写下了四个朴拙的大字：潜
龙勿用。

见周云鹤和彭鹰进来，马雷
放下笔：“周总，有什么事您吩咐
一声就行！”周云鹤赔着笑脸：“马
总好雅兴啊，您这龙飞凤舞的，写
的是潜龙勿用吧？能解释一下有
什么深意吗？”

马雷走到画案前：“这个词出
自《易经》，指的是做人做事要善
于藏锋，不要锋芒毕露，龙潜于
渊，忍时待机。”

周云鹤听出了马雷的话外
音，连忙转移话头直奔主题：“我

这次来是找你谈合作的，理由你
也知道，‘巡天神剑’和你们的‘潜
龙怒吼’，两个软件冲突了。我们
能不能放下分歧，让用户自主选
择？”“当然可以啊，这是市场行
为，谁也没法儿强迫别人。”马雷
微微一笑，把周云鹤和彭鹰让到
茶台边，沏上功夫茶，“不过，我们
的‘潜龙怒吼’已经提交了申请专
利的材料，在专利局备案了。相
关材料我办公桌上也有一份，你
可以看看。这就意味着，你们的

‘巡天神剑’是盗版软件，你得立
即停止这种非法的侵权行为。”

周云鹤知道马雷的手段，这
绝不是虚张声势。“我的软件在你
之前就推出了，怎么就成了非法
的呢？”“老周啊，有人的地方就有
江湖，有江湖就有规则。规则是
什么？就是做事别做绝，处处给
别人留余地。”

周云鹤回击：“你们这些大公
司已经把蛋糕分了，我们这些小
企业跟你们讲规则，哪有生存的
机会？”“可是，破坏规则是要付出
代价的。那结果说不定就是‘千
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了，这样也不好吧？”马雷端起茶

杯。
彭鹰拽了拽周云鹤的衣袖。

周云鹤会意，知道再谈下去也不
会有什么结果，只好起身告辞，和
彭鹰悻悻而去。

回到公司，周云鹤马上让沈
丹婷咨询一下专利的事情。不
久，沈丹婷回话：“潜龙的确抢在
我们前面提交了专利申请。我们
如果再用‘巡天神剑’申请专利也
来不及了，因为功能和技术都差
不多。”“那他们到底有没有掌握
我们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要
问彭鹰。”沈丹婷叮嘱，“你先不
要轻举妄动啊，千万别惹乱子。”

“我们不能就这么认栽了，你停
下手中的工作，去公关吧。”周云
鹤不服气地说。“公什么关？”沈
丹婷不解。“你想办法跟政府机
构的人打打交道，搞清楚那些大
老爷是怎么想的。”“我是搞技术
的，怎么会跟官员打交道？去当
交际花啊？”沈丹婷出身书香门
第。从小长在清华园里的她，骨
子里也继承了父母的那份清
高。让她低声下气地去求人，确
实有些难为她了。

下期关注：主动出击

骑行法兰西，从计划中的“两
三人”，最终成了“一个人的战
斗”——万里走单骑。

那段时间，罗维孝一边紧张
地进行着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一
边还安慰妻子。

绵阳“驴友”许正、夏清坤将
罗维孝的自行车送到修理店进行
了全面检修。他们发现罗维孝的

行李太重了，自行车爆胎的原因，
正是负荷太重所致。他们一再要
求罗维孝要“瘦身”，只有“瘦身”
了，才能轻装疾进。

从邓池沟出发，罗维孝经过
成都、绵阳、广元市剑阁县后，斜
插龙门山脉，经过青川县沙州离
开四川省，进入到了甘肃省陇南
市武都区洛塘镇。

全国各地都有罗维孝的“粉
丝”——“锣丝”。他们在报上看
到罗维孝骑行法兰西的壮举消息
后，沿途的“锣丝”都想在途中接
待他们心目中的偶像。

刚进甘肃境内，罗维孝就接
到了“锣丝”热情的电话，兴奋的

“锣丝”见了罗维孝后，不是约请
他喝酒、吃烧烤，就是簇拥着他反
反复复拍照片，不仅跟他合影，还
要和偶像的“坐骑”留念，让罗维
孝苦不堪言。无奈之下，罗维孝
干脆关闭了手机，他要让自己心
无旁骛地骑行在路上。

除了骑行外，罗维孝每天还
有一个必修功课，那就是编发短
信给家人和朋友，让亲友们知道
自己的行踪和一路的骑行感言。

同时，这一条条短信，也是罗维孝
将来创作骑行法兰西游记的素材
和提纲。

既然这是自己选择的路，就
必须勇敢地坚持下去。

从3月18日出发，罗维孝一
路风雨兼程，4月30日终于抵达
霍尔果斯口岸，一门之外，就是异
域他乡了。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罗
维孝经受了丝绸之路变幻莫测的
气候考验，也正是气候的多变，才
造就了大地上的万千景象，让他
饱览了从西南到西北的大好河
山，感受着丝绸古道风情万种的
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

越往西北骑行，天气越来越
冷。进入甘肃境内，犹如进入到
了江南的梅雨季节，大多在雨中
骑行。而据当地人介绍，甘肃历
来是“春雨贵如油”。

到了武威，还意外地遇上了
雨雪天气。气温骤降，寒风刺
骨。一路上都飘舞着雪花，不断
地往眼睛里钻。罗维孝掏出眼镜
戴上，刚感觉舒服了起来，但随之
麻烦事发生了，眼镜里的雾气被

冰雪和冷风一吹，顷刻间镜片就
会白雾笼罩，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只得摘下眼镜，
眨巴着眼睛向前赶。这种天气，
让罗维孝有种回到当年骑行在青
藏线和新藏线那雪域高原的感
觉。

一路骑行，除了辛苦艰难外，
最难排解的是孤寂。甘肃接近新
疆边缘的这一区域，本来就属戈
壁荒漠，地广人稀，很多路段几十
上百公里没有人烟。除了偶尔间
有车辆从身边路过，能听见汽车
的轰鸣声和喇叭声外，这一路走
来也就只有孤独的身影和单车相
伴相随。

出兰州后，罗维孝一直沿着
国道312公路骑行。由于这条公
路的原有的路基被连霍高速公路
挤占后，正在重新修建，由于路基
不稳，路况不好，骑行十分艰难，
有时根本无法骑行，只好推着车
行进。

到了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柳
园，走着走着，眼前没有了公路，
国道312公路消失不见了，怎么骑
过去？罗维孝一阵惶惑。

他向当地人打听，这才知道
国道312公路已被连霍高速公路
完全挤占。从柳园到新疆境内的
星星峡这段路，只得通过连霍高
速公路。不过，当地人很少有骑
自行车的，他们除了开车外，就是
骑摩托车，都是上连霍高速公路，
没有人骑自行车上过高速公路。

“在高速公路上骑行，似乎有
些夸张吧。”罗维孝为了弄清情
况，他跑到进入高速公路的地方
去实地考察后，得知真的无路可
走，他也只得在高速公路上骑行
了。

刚上高速公路时，罗维孝尽
量贴靠着应急通道边缘缓慢骑
行。骑行了一段路后，慢慢地适
应了过来，忐忑不安的心也开始
平静了下来。在骑行过程中，罗
维孝多次与交警相遇，他们并没
有驱赶他，反而提醒他路上小心，
注意安全。看来国道312公路被
连霍高速公路挤占后，在此路段
上就只有高速公路这条通道可
走。不算是擅自闯入高速公路行
驶，罗维孝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完）

文/丁一鹤

潜龙怒吼

轻装疾进

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
编辑：许静 组版：赵勤 校对：吴润仙 10曲阿论坛

刚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
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
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此外，
从统计情况看，机动车未按规定
让行导致的事故占了全国事故
的90%。

1.4 万起斑马线交通事故，
造成 3898 人死亡，其中机动车
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了
全国事故的90%，血淋淋的事实
将“礼让斑马线”重重地摆在世
人面前。

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是文明
驾驶礼仪，更是一条法律。《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47条明确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
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
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
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
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而《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更
规定：“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

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
人的，一次记3分。”

但即便法律利剑高悬，生活
中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甚至冲
抢斑马线、逼停行人的不文明现
象司空见惯，而行人过马路“左
顾右盼、胆战心惊”也成为常态，
似乎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都在
潜意识中习惯了长期以来的“机
动车先行”。

之所以如此，一是“礼让斑
马线”的自觉、自律意识还远远
没有形成，一些驾驶者缺乏对行
人路权和生命权的尊重敬畏意
识，车辆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屡
屡伤人夺命。二是长期以来执
法的严重缺失，虽然法律有明文
规定和罚则，但相对“酒驾”、“醉
驾”的严密监控和严查深究，“无
监控下的斑马线明显缺点礼
貌”，许多地方对冲抢斑马线，无
论是查究意识还是处罚力度都
显然不足，甚至根本疏于监管处

罚，只有在发生斑马线伤亡事
故，需要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比例时，才想到对照适用“礼让
斑马线”的法律规定。这无形中
让“礼让斑马线”的法律规定成
为一纸空文，沦为僵尸法律条
款，不但助长了机动车冲抢斑马
线的不文明驾驶恶习，还造成

“车不让人人让车”“机动车先
行”的集体无意识，焉能形成“礼
让斑马线”的规则意识。

车是人造的，是服务于人
的，无论何时何地都需以人为
本。作为人们代步工具的车辆，
却屡屡成为伤人夺命的“马路杀
手”“斑马线杀手”，如此本末倒
置，无疑是汽车社会和现代文明
的悲哀。其实，在谴责“中国式
过马路”的同时，也要树立“以人
为本”交通理念，重视并严惩冲
抢斑马线的“中国式驾车”现象。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
命在于有效实施。“礼让斑马线”
是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的重要方
面，是机动车的道德与法律义
务，只应加强不应放松，在行人
面前，车辆始终不能“称霸”。对
各种漠视交通规则的“中国式驾
车”行为，尤其乱按喇叭、冲抢斑
马线、逼退行人等不文明驾驶行
为，要积极亮剑执法，通过法制
宣传、安装电子监控抓现行、严
格记分罚款等措施，综合施策，
重典治乱，从法律制裁和舆论谴
责上一起发力，最终“激活”僵尸
法律条款，养成“礼让斑马线”的
文明驾驶新风。

热点点评

“礼让斑马线”
莫成僵尸法律条款

本报特约评论员 符向军

“日前，有市民反映称，我
市开发区原大富豪酒店前的空
地上近来每天晚上都有人耍鞭
子，五六米长的鞭子甩在地上,
发出啪啪啪的巨响，晚上散步
路过此处的几位市民为躲避危
险，不得不从人行道走到非机
动车道上去。一位市民称，自
己前两天晚上开车路过这里
时，乍一听到甩鞭发出的巨响，
不由自主地踩了踩刹车，还以
为前方的汽车爆胎了，吓了一
跳，之后才注意到那群在路边
甩鞭健身的人。”——《路边“啪
啪啪”甩鞭，健身还是扰民》(6
月20日《丹阳日报》)

细心的市民不难发现，这
样的甩鞭健身老人不是个别，
在很多社区都能看到这样的身
影。正如广场舞一样，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每一
个人对生活的追求、对美好事
物的追求也是在不断地发展
的。特别是广场舞，广场舞是
一个社会安定发展，人心比较
幸福的一个最佳的美好表现方
式，只有在吃穿住行都满足之
后，我们才会有一个美好的心
情去载歌载舞。

然而，健身扰民的矛盾也
越来越突出。在许多社区晨练
或健身的中老年朋友从清晨 5
点就开始了，这些老年人锻炼
起来也很疯狂，音响的音量开
得很大，叮叮咚咚如地动山摇，
丝毫不亚于迪厅的噪音量。更
有甚者，在某小区内的小广场
还有广场舞，小区外的超市门
前更是吹拉弹唱，不亦乐乎。
就连孩子们高考、中考、期末考
试期间也是照跳不误。家家父
母都望子成龙，平时学校功课
抓得紧，家庭作业也非常繁重，
学生在噪音中备受煎熬，苦不
堪言，直接影响小孩子做作业

和睡眠。群众意见极大，城管
偶尔也前来干预，都以劝说为
主，往往是无功而返。附近的
居民有时实在忍不住会来锻炼
点吵架，但锻炼者人多势众，根
本无济于事。也有个别居民采
取过激行为，通常情况下也是

“寡不敌众”，以失败而告终。
社区健身为什么会扰民？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区健身场
地的不足。居民想休息，健身者
又没有足够的运动空间，这的确
是一对矛盾。娱乐健身可以理
解，但也不能过分干扰居民的正
常生活。在城市的快节奏生活
中，年轻人的休息需要得到充分
保障，所以，不管什么样的锻炼
都应尽量减少对周围居民的影
响。而对那些病弱者而言，噪音
更是一种慢性杀手。所以，政府
部门应该出台一个和健身相关
的地方性政策，规定健身音箱的
音量控制在多少分贝以内，另外
再规定一个健身时间节点，到时
间就应该结束，如果还有人愿意
继续，引导他们做些无声的运
动，同样也能起到健身的目的。
这样，健身就完全变成一件纯好
事了，适当时再做一下健身区域
的划分，相对来说也会起到一定
的效果。还应正确引导健身点
远离居民区，多选择城市的广场
或公园为宜。

全民健身，强壮国民体质是
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如果缺乏
规划、缺少引导、缺少资源支持，
滋生各种矛盾，好事就变成了坏
事。为了解决好健身扰民问题，
无论是居民、还是社区以及政府
都需要有责任担当，有矛盾时有
关部门要及时出面协调，积极化
解健身者与居民之间的矛盾，使
二者和谐相处。只有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多姿、安静、有活力的
社区才能和谐。

新闻时评

健身多样化 还须勿扰民
本报特约评论员 秦曼村

彩市动态
丹阳体育丹阳体育丹阳体育丹阳体育·体彩体彩体彩体彩

丹阳市体育局 主办

大乐透 17063期江苏中出 4注头奖，前三位得主已悉数
领走大奖，最后一位领奖的是来自宿迁的方先生，他采用小
复式共揽金753万多元，有趣的是他中奖后的打算居然是想
好好养鸡。

前不久，方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了江苏体彩兑奖大
厅。据悉，他也是一位老彩民了，有空的时候必买彩票，除了
大乐透，排3排5也是他喜爱的玩法。但每次出手并不多，用
他的话说“有钱就多买一些，没钱就少买”，而大乐透通常都是
他自己研究走势图后采用小复式投注，在此之前并没有中过
大奖，顶多是千元以下的小奖。“我也不是那种有钱人，家里也
搞些产业，其实我买彩票家里也不太支持，甚至还吵过架，不

过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我想这次中奖也是对我执着的回报
吧。”在兑奖大厅，方先生很感慨地说道。在大乐透17063期的
投注中，他采用了很经典的42元“7+2”小复式，共中出1注一
等奖、10注三等奖、10注四等奖，总奖金达到753万多元。

谈及中奖后的打算，方先生居然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
要把家里的养鸡场搞搞好，今年的行情总的来看不太好，我也
亏了不少，这次中奖正
好能帮我填补这个空
缺，养鸡我是不会放弃
的！”（丹阳市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供稿）

再送4注千万头奖！6月19日，体彩大乐透
第 17070 期开奖，4 注 1000 万元头奖分别被北
京、河北、江苏、陕西四地彩友擒获。遗憾的是四
位中奖者都未采用追加投注，所以白白错失了单
注600万元的追加奖金。本期开奖结束后，奖池
金额36.63亿元。

前区开全偶组合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奖号码为“06、16、

18、26、30”，后区号码“02、03”。前区奖号均不太
冷，分布较为均匀，大小比3：2，奇偶比0：5，无连
号开出。其中号码“16”复制上期；“18”仅间隔两
期再次开出；“26、30”间隔 3期再次亮相，而且

“30”在近10期开奖中出现4次，大热；此外，号码
“06、16、26”三个同尾号一起现身，这种情况比较
少见。后区开出“02、03”两个小连号组合。

复式投注立奇功
据数据显示，本期北京、河北、江苏、陕西彩

友，分别中出1注1000万基本头奖。其中，北京
1000万元头奖出自丰台，江苏1000万元头奖出
自南京，两位大奖得主均采用的是单式投注法，
投注金额10元，一举命中头奖。

河北中出的1000万元头奖出自唐山，中奖
彩票是一张4元2注单式票，其中1注击中头奖。

陕西中出的1000万元头奖出自西安，中奖
彩票是一张“10+3”复式票，投注金额1512元，该
票不仅中得 1注一等奖，还中得 2注二等奖、25
注三等奖和若干小奖，单票中奖金额达到1045
万余元。

36.63亿奖池滚入下期
本期，二等奖开出69注，每注奖金13.6万余

元；其中2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8.2
万余元。三等奖开出643注，每注奖金5904元；
其中 199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542
元。

本期开奖后，将有 36.63 亿
元奖池金额滚入下期开奖。想
玩大的就买体彩大乐透，2元可
中1000万，3元可中1600万。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因为6月16日江苏彩民节而变得与众
不同。iPhone 7Plus、现金红包、节日大礼包，短短几天时间
里，江苏彩民们收获满满。而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和志同道
合者们一起，庆祝自己的节日的那份光荣与自豪。

线上抢iPhone 7 Plus、现金红包嗨翻天
今年的彩民节活动期间，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共送出60部

iPhone 7 Plus、30万现金红包，吸引近20万人次参与。为期
3天的抢红包活动中，8.4万余人次中得现金红包，13个市彩
民均有红包入袋，其中无锡、盐城、苏州三地中得红包的人次
位列前三。

抢 iPhone 7 Plus活动则更能凸显参与者们的“快、准、
狠”，6月12日09：17：26，本次活动首部 iPhone 7Plus被无锡彩
民赢得；宿迁泗洪彩民则堪称抢 iPhone7 Plus的速度王，6月
14日，在09：00：11就幸运中得 iPhone 7 Plus，用时仅11秒。

在抢 iPhone 7 Plus活动中，无锡、盐城各中得9部，南京
中得 8部，位列三甲。凭借 9人中得 iPhone 7 Plus、11456人
次中得现金红包的出色战绩，无锡彩民成为今年彩民节线上
活动的“双冠王”。

线下各地彩民节庆祝仪式精彩纷呈
6月16日江苏彩民节当日，全省各地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庆

祝仪式。在南京市全民健身中心，体彩网点销售员、彩民齐聚
一堂，共同分享喜庆的节日蛋糕，很多朋友领到了包含蓝牙音
箱、电子秤、高保真耳机等好礼的节日大礼包。

无锡的庆祝仪式在02392体彩网点举行，一大早，就有慕
名而来的彩民守候在了网点门口，当新鲜定制的50寸彩民节
大蛋糕出现时，现场彩民纷纷拿起手机留影纪念。

在07007网点举行的连云港彩民节庆祝仪式，充满了鲜明
的体彩特色，活动中特设体彩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彩民们踊跃
参与，竞相答题，热闹非凡，而现场提供的血压监测等免费体质
监测服务，更是赢得了彩友们的一致称赞。

点亮激光球、分享节日蛋糕、赢取大礼包……这一天，别
开生面的体彩家庭大联欢在全省各地上演，很多彩民由衷表
示，感谢江苏体彩的彩民节系列活动，让大家多了一个开心
又难忘的节日。

616江苏彩民节，我们明年再见！

燃情616 江苏彩民欢度彩民节

宿迁男子中大乐透753万
声称只想养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