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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暑初尽，秋暑又至，连日
来，气温仍旧超出 30℃，只要在
室外活动定会一身汗。而作为
市容市貌的服务者，市政养护工
人却要在这样的天气里，每天奔
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忍受着各
种刺鼻臭味、汗水浸透衣衫，衣
服还会被各种污秽物弄脏，但是
他们却用汗水和努力给城市增
光添彩。昨日，本报记者跟随城
管局朝阳城市管理养护有限公
司管网分公司，对他们的工作进
行现场采访。

上午9点30分，记者来到丹
凤南路，市政养护工人已经在现
场拉开了阵势，他们的任务是疏
通丹凤南路这里的几个被堵的
窨井。但是一开工就受阻：这里
的窨井盖太紧，很不容易弄开，
于是他们的第一个工作便是撬
开窨井盖。

养护工人几人合作，用上钢
钎、锤子和钩子，十余分钟后，费
劲了力气，终于将盖子撬开了，
一股刺鼻的臭味忽然间扑面而
来，但是他们却似乎没有一点反
应。养护工人薛冬顺将窨井盖
拖开，和一名同事一起将疏通管
使劲拖过来，开始注水疏通。

“今天的前期工作相对还是
比较顺利的，有时候到了地方还
会遇到有车辆停在窨井盖上，这
时候我们还得联系 110，请求挪
车，大多数时候会得到支持，不
过还是有极少数时候会遇到麻
烦。”现场负责人束建平说道。

因为窨井较深，并且里边还
有很多的污泥和倾倒的生活垃
圾，所以疏通时，薛冬顺和同事
不得不俯下身子，甚至跪在地
上。据介绍，有时候窨井太深够
不着，工作人员还得下井作业。
虽然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束建平
却告知，除了做好分内工作外，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义务清
理。“比如小区内的窨井盖，都不
是我们的负责范围，但是我们接
到求助后，只要有时间我们都会

前往清理。”束建平说。
虽然对这项工作无怨无悔，

但是束建平却有一个愿望，那就
是所有的下水道不再受堵，而这
一愿望的达成则需要全民配
合。忙碌时，他们平均每天要清
理六十余个窨井，而在平时，只
要数字城管和 12345 工作人员
发现哪里需要他们，他们则会立
即风尘仆仆地赶往。

“目前来说，最需要我们的
时候是下雨天，最需要我们的地
方是小吃街、餐饮集聚地、夜排
档等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很多人
喜欢将残羹冷炙和其他生活垃
圾倒进下水道。”束建平说，虽然
是份艰苦的工作，但是他们团队
的人都主动做事，相互协作，从
不互相推诿，也不需要监督，不
管炎热酷暑、风霜雪雨，在大街
小巷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多年来，养护工人早已习惯
了这种工作，似乎对阴沟和窨井
的臭味已丧失“排异性”。但是
束建平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能
专心做好这一件事，是因为他们
常常换位思考。“我时常跟我的
同事们说，假如我们生活在这些
窨井旁边，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干
净卫生的环境。”束建平和同事
刚刚处理完这里，又接到了一通
电话，于是他们收拾好装备，匆
匆赶往下一处。（李潇 文/摄）

昨日，笔者在市民广场见到

了温馨一幕：一位白发苍苍的老

人见垃圾箱旁有散落在地上的

垃圾，于是弯腰将垃圾捡起来放

进了垃圾箱。

这一幕让笔者想起了多年

前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公益广告，

情节大概是一个小伙子在晨跑

的过程中，帮老人推车、帮小孩

捡球，当看到地上的易拉罐时，

他潇洒地用脚将易拉罐踢到垃

圾箱中，不料差了一点，易拉罐

落在垃圾箱旁边了，这时一位晨

跑的姑娘把它捡起来放进了垃

圾箱……这个公益广告讲的就

是举手投足间的文明。

许多年过去了，这个广告早

已不再播放，但是我对这个公益

广告却记忆犹新，因为在生活

中，确实有不少公益广告中这样

讲文明的人，就比如市民广场上

的这位老年人。又如丹阳日报3
月 21 日的民生版面上的新闻

《一个小举动 温暖邻里心》，普

通市民汤春兆为了防止小区路

上窨井盖发出的“哐当”声，用一

些废旧橡皮垫在窨井盖的缝隙

里；再如民生新闻《我家隔壁来

了个“爱卫生”的好邻居》中义务

清扫小区巷子的王永生，虽然他

们所做的都是小举动，但却温暖

了众邻里的心，彰显出了城市的

文明。

前不久，丹阳日报民生版也

曾报道过一位出租车司机将乘

客落在车上的手机送回，手机主

人上网发帖感谢的新闻。同样，

丹阳新闻网上也有许多关于网

友捡到钱包寻找失主及生活中

的各类温馨提示等帖子，小小举

动散发出了满满的正能量。而

现实生活中一样也存在极少数

的不文明行为，比如不文明行

车、随手扔垃圾等，小善可积成

大善，小恶也可能铸成大恶。

但笔者相信，如果乱扔垃圾

的人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家，感受

到环卫工人的辛苦，看到这位老

人佝偻着脊背拾起垃圾，那他们

定不会再随手乱扔；如果不文明

行车的人知道交通事故给很多

家庭带去的灾难和痛苦，他们足

够爱自己的家人，那他们也不会

再违规行车……

其实，文明行车，不随地扔

垃圾只是很小的举动，但只有做

好每一个小文明，才能构建城市

的大文明。构建城市文明不是

一句口号，也并不一定需要我们

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平日里不

乱涂乱画、不乱扔垃圾、不横穿

马路、不随地吐痰、不践踏花草、

不随意闯红灯、尊老爱幼、礼貌

待人等都是在为构建文明城市

添砖加瓦。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

而不为。或许，我们都应该像那

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样，和汤春

兆、王永生一样，默默为文明城

市创建做一些举手投足间的文

明小举动，小善促成大善，小文

明堆砌成大文明。 （李潇）

本报讯“记者同志，周一下
班我骑电瓶车回家，经过人民大
桥时道路拥堵，有一辆机动车转
而插入非机动车道造成非机动
车道拥堵，我觉得这种行为既不
文明又不安全。”昨日，市民小陈
拨打本报报料电话 86983119
称，希望车辆各行其道，特别是
在道路拥堵时段按照规则行车
很重要。

小陈告诉记者，因为近段时
间北二环封路，每逢上下班时，
云阳大桥和人民大桥都很拥堵，
不仅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上
也是车满为患，并且他不止一次
遇到有机动车车主为了抢时间，
强行插入非机动车道。“前几天
下班时，我也在人民大桥上看
到，一辆黑色的轿车插入非机动
车道，顿时非机动车道上瘫痪
了，连一辆电瓶车过去的缝隙都
没有。”小陈说，北二环封路后，
他一直骑电瓶车上下班，感觉很
方便，却不想也会遇上堵车。“平
时开车时也会发现一些车在道

路繁忙时会插入非机动车道，近
段时间属于特殊情况，如果机动
车再这样乱插入非机动车道的
话，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拥堵，
我希望非机动车和机动车能各
行其道。”小陈说。

那么，道路拥堵时，你开车
上过非机动车道吗？针对这个
问题，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司
机。今年 56岁的眭师傅可谓是
一个老司机了，虽然近些年，他
平日里很守交规，但他也向记者
透露，其实早年开车时，他也曾
走过“捷径”，见机动车道拥堵时
走过非机动车道。“但那是很多

年前的事了，自从我爱人在非机
动车道上被一辆汽车撞过之后，
我就再也不干这种事了。”眭师
傅说道。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
得知，虽然知道机动车上非机动
车道不符合规则，但是差不多有
一半的车主表示或为了走“捷
径”，或为了免等红绿灯走过非
机动车道。

遵守交规，各行其道是每个
车主都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规
则，如果随意打乱规则，那么文
明和安全则很难得到保障，所以
作为车主，请各行其道，严格遵
守交规。（李潇 文/摄）

举手投足见文明之言家一

开车遇见道路拥堵，
你上过非机动车道吗？

图为昨日上午云阳大桥上一辆机动车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图为昨日上午云阳大桥上一辆机动车行驶在非机动车道

烈日当头，
他们的脚步却从未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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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市物价局坚持

“贴心、放心、暖心”的三心标准，

改善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

切实解民忧、促和谐。

一是“贴心式”维权。严格

程序，梳理并制定《物价领域通

过法定途径处理的信访投诉请

求清单》，将举报信访工作纳入

法治化轨道。严把受理关，完善

“12358”与“12345”的联动对接

机 制 ，充 分 利 用“12358”、

“12345”、“行风热线”等渠道倾

听民声，形成全方位受理的格

局。严把办理关，坚持急事急

办，缩短办理时间，做到了认真

沟通、耐心解释、妥善化解。今

年上半年，市物价部门共接受举

报咨询 152 件，没收违法所得

22417.5元，罚款 3000元，协调退

还500元。

二是“放心式”认定。致力

打造“政府放心、群众安心”的认

定服务品牌。上半年，市物价部

门共完成 357公路吕城段、丹句

路第一标段、胡高路丹北段开发

区段、司徒吴塘水库前村、丹北

育才路及环保线、云阳街道窑货

墩、开发区迎春路等地 500余户

共计 43635.29㎡的现场勘查及

评估，已经实施完成 230户签约

工作；同时，对存量房交易纳税

数据库 232条数据进行了更新，

并新增了8个住宅小区的标准样

板房数据。数据库的及时更新，

保障了我市地税部门合理、足额

征收存量房交易税款。

三是“暖心式”成本监审。

今年上半年，我市鸡蛋价格、小

规模生猪出栏价格均大幅下降，

市物价部门以保护农民利益为

核心，做优农本调查，进行原因

分析，为养殖户提供参考意见，

并根据《江苏省主要农产品成本

收益预警预报办法》（苏价本

[2013]315 号）相关要求，如实上

报了生猪预警预报。根据省物

价局统一部署，为使农本调查上

报数据更便捷、更准确，特请专

家编制了农本调查数据上报

APP软件。丹阳市“惠农通”APP
软件平台可以通过手机直接上

报农本相关数据，同时还能互相

交流，了解相关的农产品生产资

料价格信息和相关文件政策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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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物价局着力提升价格服务质量

丹阳市粮食购销总公司、丹阳市青少年宫文化艺术培训中心等单
位经财政部门批准,就以下房屋采用网上竞价方式公开招租。

具体项目信息及操作详见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产权交
易 信 息 公 告 栏（网 址 ：www.dyzgw.com.cn，项 目 编 号 ：DYC⁃
QJY2017-49、50号）。报名时间：2017年8月24日至2017年8月30日
（北京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2:30-5：00，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511-86975868

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信息

标的名称

后巷粮油管理所房屋1

青少年宫房屋1

坐落位置

后巷镇管山村

丹凤南路1号

建筑面积
（㎡）

689

240

租期
（年）

3

5

起始价
（万元/年）

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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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关注到同为“俊
波”名字两个人的新闻。一个是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
席项俊波，他位高权重却因贪赃
枉法而被依法查处；另一个是无
数党员干部的好榜样廖俊波，他
兢兢业业，一心为党，执政为民，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中共中央
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俊波”，然而同样的名字却有
不一样的人生结局：一个心里只
有自己，目无法纪，忘乎所以，变
质叛党，堕落成罪犯；一个心里
总是装着人民，大公无私，廉洁
自律，始终保持党员本色，成为
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标杆。

这一正反典型再一次告诉
每位党员干部：你若没有理想信
仰，你若没有高尚品德，你若没
有伟大追求，那么爬得越高，摔
得越惨，最终可能沦为人民的公
敌、可耻的阶下囚，可谓遗臭万
年；你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你
若克己奉公，身先士卒，你若无
私无畏，为民奔波，你的英名将
被人民永远所怀念，流芳百世！

当代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
逝世十三周年而写的一首抒情诗

《有的人》，诗中写道：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
着。如果，把这首诗用在廖俊波
和项俊波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
了。项俊波现在还活着，可是，这
个正在被调查、被免职的前高官
不是已经死了吗，这是背叛党和
人民的应有下场，可谓罪有应得；
相反，项俊波同志虽然因公殉职，
不幸离开了人世，但党和人民记
得他的功劳和业绩，他的感人事
迹在神州大地上广为流传，他，活
在人民心中，永远的！

这一正一反的典型材料是
不是在提醒每一位党员和干部：
你究竟是活着——却已经死了
呢，还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
甘为孺子牛从而活在人民的心
中、永垂不朽？（虞伟林）

一个美丽的故事，深有感
触，不得不言。

一天，5岁女孩糖糖的外婆
带其到5岁男孩有有家玩，平时
两个孩子都跟父母呆在外地，放
暑假才回来。这时有有正在午
睡，为不让糖糖遗憾，有有外婆
喊醒了熟睡中的有有。睡眼惺
忪的有有开始有些腼腆，但孩童
自然熟的天性使两个孩子很快
地黏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进了
房间，关上了房门。只见有有进
进出出忙碌，将自己爱吃的一个
面包拿来给糖糖吃。糖糖半个
面包很快下肚，并对有有说要喝
水。有有拿起自己的水杯，到水
池里洗了洗，叫自己的外婆倒了
些凉开水。有有外婆不小心倒
得太满，说：“来，我端着，你喝
吧。”有有说：“我不喝，是给糖糖
喝的。”于是有有颤颤巍巍地将
水双手捧到房间，发出稚嫩的童

音：“喝吧”。有有外婆看在眼
里，默默地没作声，让有有继续
做下去。有有又将自己的彩色
糖球给糖糖吃，被糖糖外婆发
现，便呵斥糖糖不该吃人家的东
西，还怕吃了不卫生的东西。糖
糖不悦，依然吃，就是拿。糖糖
受其外婆阻挠便哼哼。有有也
不知发生了什么，两只眼睛忽闪
忽闪盯着大人，搓着两只小手不
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耷拉下脑
袋来。

糖糖外婆临走前又是一番
客气：“吃了晚饭我带糖糖、你们
带有有，我们一起到体育场散
步。”

有有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更何况跟糖糖玩得还没尽兴，期
盼着晚饭后与糖糖再一起玩。
晚饭前有有精心准备。他拿了
一个塑料袋子，将两瓶桃子味的
脉动饮料，还有下午没吃完的糖

球盒子装在袋子里。有有外婆
看他带上两瓶水，便说：“太重带
一瓶够了，你能喝多少？”外婆哪
知道有有的心思，他猴急猴急地
说：“有有喝一瓶，糖糖喝一瓶。”
有有外婆懂了。

夜晚的体育场，黑压压的人
流沿着跑道顺着一个方向在流
动。有有外婆散步，发现小家伙
不肯走，四处张望，并问：“糖糖
在哪里？”外婆也不走了，帮着有
有一起找糖糖。有有外婆在体
育场的沙坑处发现了糖糖和她
的外公，可她外婆没有来。

有有顿时亢奋起来。朝着
糖糖就奔跑过去，并围着糖糖转
着圆圈跑着。不知为什么，糖糖
外公没有理会有有。而是拉着
糖糖往北出口处去了。有有也
跟着往出口处跑，还不时地跑到
糖糖的前面，示意他是有有。或
许糖糖认出了有有，回头看有

有，但外公依然拉着糖糖走。有
有依然跟着跑。有有外婆看不
过去了，帮着有有喊糖糖外公。
似乎糖糖不肯走了，也哭闹着要
玩，外公还是拉着糖糖走了，有
有在后面紧追不舍。写到这里，
我的心疼了。

栅栏外，糖糖的外公将糖糖
往电瓶车上一抱，自己往上一
跨，“嘟”的一声，风一般走了，有
有小家伙疯狂地在后面追，有有
外婆追上拉住了有有……

故事结束了，我从中看到了
孩子的爱心，孩子的热情，孩子
的友谊，孩子的追求，这些都是
善良的种子，闪亮的人性，随着
时间的长大，定会开出美丽的花
朵，长成爱的参天大树，然而它
们太稚嫩了，需要大人精心的呵
护和培养。我们能为它们做些
什么呢？

（郦金兰）

世事杂谈

请呵护孩童的爱心和热情

22日下午，河北张家口市公
安局官微发布《关于网传“骡子讹
人”事件的情况通报》称：8月20
日上午，安徽游客陈某等人早上
租沙滩摩托看日出，在一坡地遇
见一匹被缰绳拴着的骡子正在吃
草，因感觉新奇，遂骑摩托车追赶
骡子并拍照，受惊的骡子绕着缰
绳不断奔跑，鼻梁处被勒了很深
的一道划痕，后腿也因奔跑摔倒，
走路已瘸。之后游客与骡主自行
达成调解，由游客赔偿骡子主人
4500元，骡子由骡主自行处理。

近年来，不时爆出“好人被
讹”或者游客在旅途被宰乃至被
殴打的新闻，一次次成为舆论热
点，一次次刺痛公众神经，人们

感叹：好人难做，游客权益保护
堪忧，景区旅游环境亟待改善。

同样，当游客通过微博爆料
远距离被一头骡子“碰瓷”，称在
骑摩托车距离骡子大概还有100
米左右的距离，但骡子的主人坚
持骡子被吓到了，索赔 10000
元。迅即引起一些媒体和舆论
关注，进而形成扩散效应。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作为
农畜的骡子价格较高，3岁骡子
的市场价大约在13000元左右，
便宜的也要8000元。可见骡主
要价 10000 元（骡子归游客）并
不高，这还不考虑其失去骡子无
法劳作等的间接损失，何况游客
只赔偿了4500元。

要不是警方的及时通报，“骡
子讹人”的不实新闻不可能这么
快就反转。否则一旦“炒作”成
功，社会舆论会把骡主高老汉钉
在耻辱柱上，甚至连累当地旅游
景区也被贴上“讹人”标签。

或许不甘赔偿，出于报复心
理，加之感觉“骡子讹人”极具爆
炸效应，游客才试图借助网络和
舆论发泄不满，但如此“恶人先
告状”，无疑是不负责任的，消费
了公众同情，伤害了社会诚信，
应该感到愧疚，接受道德舆论的
谴责。甚至，网上虚假爆料骡主

“讹钱”，涉嫌名誉侵权，骡主有
权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赔礼道
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从此事中，公众也可意识
到，网络信息良莠混杂，真伪难
辨，未经证实之下不宜轻信盲
从，避免一不小心之下，被一些

“蹭热点”“吸眼球”的虚假爆料
所利用，而爱心、善心、正义之心
被轻易消遣。

同时也应反思，老人讹人、
碰瓷等道德滑坡的社会负面现
象，毕竟是社会小概率事件，对
此需要给予恰如其分的披露和
解读，但不应过度渲染乃至炒
作，放大“好人不敢做”的社会焦
虑。避免为了“吸睛”、点击率等
功利需要，而迎合“好人被讹”

“老人碰瓷”等“有料”新闻，这也
是媒体和公众的应有责任。

法言冷语 是“骡子讹人”还是恶人先告状？
本报特约评论员 符向军

新闻时评

亦论“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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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选 5 作为体彩的明星玩法，自
2011年在江苏上市以来，一直受到广大
彩民的喜爱，11选5有返奖高，玩法多样，
简单易懂等特点。不少彩民都有自己独
特的投注技巧，都能在 11 选 5 各个玩法
中找到中奖的诀窍。

连号倍投任选六
淮安彩民喜中5.8万元
淮安的李先生在 8月 14日通过多倍

倍投 11选 5，幸运中得“任选六”5.8万元
奖金。有趣的是李先生两张中奖票所选
号码一模一样。对于选号经验，李先生
给出了三字秘诀--“多观察”。据了解，
他一般喜欢研究当天的号码走势，经过
一天的观察，他发现当天“连号”出现的
频率非常大，再加上冷热号的加持，他最
终选定了“02、03、06、07、09、10”这三段
连号，并进行 5 注号码 80 倍的倍投。就
在距离开奖时间还有短短几分钟的时

候，李先生做出了惊人之举，同样的 5注
号码又进行了50倍的倍投。就是这不经
意的举动，让他收获了5.8万元的奖金。

倍投前三直选
东台彩民喜中4万多元
8 月 8 日，盐城东台市鼓楼东路 136

号59039体彩网点传来阵阵喝彩声，原来
是店内彩民喜中11选5前三直选玩法35
注，共中得奖金40950元。中奖彩民邓先
生每天都喜欢买点体彩，8月 8日当天晚
上邓先生喝完小酒，晃悠着来到了家门
口的体彩店内，他平时都喜欢买些大乐
透，这天到店里已经过了 8点，于是便坐
下来买了些11选5，在打了几注任三小试
身手后，小奖不断，于是他准备投注前三
直选来碰碰手气。在看了一会走势图
后，果断出手，报出了三个数字，04、08、
10，并要求店主打了 35倍。随着电视开
奖画面的跳出，当期真的就先开出了04、

08、10这三个数字。
选号守号相结合
盐城彩民中任六2万多元
盐城的王先生，是体彩的老彩民，自

11选 5上市以后觉得这个玩法很新颖独
特，就经常购买 11选 5。7月 11日，王老
像往常一样吃完晚饭，散步到位于新风
路的体彩网点，在与店内的各位熟人打
过招呼以后，王老先看了之前开出的号
码并研究最新的遗漏号码，最后选了6个
号码买了任选六，在当期未中出后，王老
决定守号，终于在当天晚上 9 点半的
17071179 期开出了他选择的号码，由于
王老选了 5 注相同号码 50 倍的倍投，单
张票王老中得22500元。对于中奖心得，
王老说，11选 5因为开奖频率高，所以选
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守号也很重
要，两个方法结合才是中奖的关键。

（丹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供稿）

8月 21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97期
全国开出 1注头奖，奖金为 1000万元，
出自福建。开奖结束后，奖池再上新
高，滚存至41.26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7、14、19、22、34，后区开出号码 07、
12。前区奖号分布较为均匀，各号段均
有涉猎。最小号码为“07”，最大号码为

“34”。其中，“07”复制上期号码（第
17096 期开出），“34”为间隔一期再度
开出的号码，且最近 6期开出了三次，
较热。而“07”和“34”在最近6期中，两
度携手同期现身，颇有缘分。后区开
出“07、12”一组冷热配。“07”为此前后
区最冷号码，连续“藏匿”了 20期才在
本期露脸；“12”则是最近三期三连开，
大热。

数据显示，本期中出的唯一一注
头奖出自福建南平，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10元投入的单式票，其中1注号码击
中头奖，单票中奖金额为 1000 万元。
可惜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该幸
运儿错失了6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无
缘单个1600万元大奖。本期二等奖开
出 76 注，每注奖金为 12.50 万余元；其
中 20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7.50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个总奖
金为20万余元。三等奖开出727注，每
注奖金为4848元；其中259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2908元。追加后，
三等奖单个总奖金为7756元。

最近5期，体彩大乐透已经开出了
21注头奖。尽管如此，本期开奖过后，
体彩大乐透奖池仍未受影响，首破 41
亿元大关，升至 41.26
亿元。想挑战体彩大
乐透的朋友，千万别忘
了追加。

盐城彩民喜中“丰彩”百万大奖
8 月 15 日上午，盐城市体彩中心兑

奖大厅来了几个年轻人，兑奖中心的小
凌上前一询问，才知道是来兑奖的。当
其中一人把中奖的即开票拿出来的时
候，兑奖室顿时热闹起来，原来这位彩民
拿出的目前江苏彩市即开票的“当红明
星”——“丰彩”，而他中得的是我省丰彩
的首个100万最高奖！

据了解，这次中100万的小刘（化名）
是某公司的员工，陪他一起来的两个朋
友是他的同事。小刘平时喜欢买彩票，

特别是即开型体育彩票。这不，最近他
发现市场上新上市的“丰彩”很有意思，
于是趁着工作闲暇买了一些来试试手
气，没想到一本还没刮完，就刮出了这个
100万的“巨奖”。

在问到中奖之后有什么打算，小刘
说：“我还会一如既往的上班，毕竟工作
很重要。至于奖金，我会换套大点的房
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当然我还会拿出
钱请同事朋友吃饭。”说完小刘和同事都
笑了起来。

“丰彩”即开型体育彩票是经财政部
批准，国家体育总局审核，国家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发行的首款物流主题即开型体
育彩票，共有4款不同面值的“丰彩”主题
票，最高奖金可达 100万元，由顺丰速运
小哥和顺丰优选门店等渠道销售。此
外，用户还可在顺丰速运公众号或者顺
丰金融 APP“丰彩专区”下单订购，顺丰
小哥送票上门。在日常寄快递之余，不
妨来一张“丰彩”，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
就是你。

体彩11选5玩法众多
彩民中奖花样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