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小学
吴苏豫 张峻熙 俞嘉熙 郭佳丽 章曼妮
陈诗怡 王嘉敏 刘 昊 施懿真 查宇昕
吴婧涵 管孔睿 胡敏纯 吴昊天 毛奕涵
曹睿涵 季哲涵 奚 齐 陈若施 张雅雯
张家翌 邢张宸 张邱语 宋若瑜 季小萌
钱奕朵 姚辰烨 廖子骁 曹靖肴 孙丞艺佳
陆雨泽 李子涵 梁馨悦 顾佳茜 李佳宸
吴睿思 刁宇轩 马未央 唐誉桓 姚依茗
曹纪伊 王佳炜 姚越然 马 舟 徐子昕
顾鑫语 陈锦妍
川港小学
沈梦琪 朱芯仪 蔡梵影 刘依婷 黄佳琳
陈玉珊 颜 铄 秦海硕
东社学校
张达城 曹安楠 曹鑫雨 胡玉岚 严雨鑫
陈 彬 杨雨涵 朱欣雨 曹唐钰 成嘉伟
李彦慷 曹思航 陈雨欣 孟慧茹 陈子絮
严 锐 蔡益辰 喻鑫洋 曹译匀 樊舒晴
潘季媛
南通高新区小学
樊丁依 宋杰雨 沈邱晨 蒋沅祎 王柿恵
戴炆瑾 瞿漪茜 徐可馨 武宸竹 朱翊宁
蒋炎君 王 一 邱琛捷 李妍羲 龚子航
万菁菁 朱钰璨 周梓萌 葛博文 李皓轩
顾嘉霖 施梦婷 李秦锋 俞沛涔 瞿瑶奕
朱汐钰 尹嘉言 曹 起 陈韵伊 吴宇轩
陈沐兰 王可欣 顾欣蕊 陆也欣承 徐静怡

周媺若 曹紫涵 何雨洁 陈雨萱 陈曹悦
邱文彦 陈 诺 周梓萌 季孙浩 马高博
马甜甜 唐心蕾 姜嘉瑜 尹令宜 贾思蕊
瞿可心 张婧伊 张乐萌 葛 舒 张玉灿
张寒皓 杨芮涵 朱张阳 李可馨 顾艺纯
葛政羽 卞胡彦 张怡然 李惟楚 朱亦辰
曹 昊 王思嘉 成红宇 姜婉倩 汤雨彤
杨鑫铭 李圆媛 王 政 孙孜之 吴浩宇
孙漪环 易楚悦 金佳妮 杨舒婷 陆熙蕊
季鑫航 曹佳颖 吴家慧 金蓓颜 杨 房
曹家培 曹海洋 顾赵一 荣朱昊
姜灶小学
施俊全 闻怿栋 尹冰研 茅盛雅 岳雪云
成子欣
金沙小学
季单柚 朱 静 翟姚佳 邢 曦 张曹钰
吴 润 汪潇雨 庄 艺 季允涵 王梓涵
范依婷 邢睿涵 姜杨旸 徐慧轩 周丹露
宋亦鹏 陈欣蕊 吴 越 姜佳乐 周于桐
周垚婧 张亦涵 俞王威 翟逸康 秦柯嘉
刘世博 季鑫慧 陈任杰 昝宇涵 王子梁
吴雨泽 陈子诺 刘禹涵 丁耿杰 徐惊菲
吴皓旻 宋雨泽 曹睿炼 陆巧玲 赵雨彤
高 旭 瞿钰佳 顾乐怡 邱俊榕 喻铭乐
邱 妍 耿 毅 吴馨怡 周航宇 张 晨
王锐哲 姜佳乐 周奕煊 张佳源 朱季雨
殷 旭 邱 殷 张顺鑫 张 瞿 宋旭然
季浩文 钱艺文 唐天恒 纪 杨 唐张鑫

陈柯伽 易子越 李季昊 张钰涵 季柏文
张媛媛 张孜晗 郑博涵 陆钦媛 顾思铭
王晨宇 秦柯凡 郑博轩
金余小学
季文涛 季石雨 张 灿 成柯楠 邢心怡
左妍柳 曹欣阳 葛傲雯 施以琳
通州小学
王宇庆 卢邱睿 俞 阳 贲浩桐 张包瑞
王承泽 赵意可 张爱然 吴秋文 曹益铭
高 兴 邢皓然 钱冠洲 马一楠 陈思颖
张镱馨 奚欣岚 王绎凯 季星烨 洪 睿
吴宜航 朱曹瑞 曹玉华 钱吴量 戴湘蓉
季洪宇 王 汐 瞿诗悦 林 霖 杨俊楠
杨海华 张子睿 殷荦琪 徐雨桐 严皓宇
李王晔 李宗濠 吴沁阳 梁季鋆 姚净僮
邢 希 王逸凡 庄文慧 曹江睿 单文宇
张芯语 喻妍馨 葛华成 赵依楠 邱芊羽
任静宇 王梓涵 李天钰 瞿铖雨 马张琪
王承泽 李胡悦 张王钰琪 顾蕙敏 倪陆钰琪
张义凡 吴可儿 杨佳雯 张硕杰 吴王昊
张语晨 马籽瑞 杨喻欣 邢 懿 钱颢文
徐思棋 陈 钿 马煜修 梁季辰 吴子航
邢一诺 曹徐缘 曾庆凯 陆鑫怡 曹 熠
汤佳妮 顾易娇 李 嘉 吴 惜 顾子懿
顾哲铭 管诗阳
锡通园区小学
王淑棋 黄佳辰 陈思含 苌思睿 陈逸凡
仇腾扬 李 慧 倪豪宇 宋俊毅 陶凯蒂

薛伊涵 张怡宁 钱佳雯 顾沁毅 朱诗怡
张秋婷 张冬旭 朱钇姝 茅陈菲 宋天宇
叶新怡
南山湖小学
李诗悦 丁帅怿 曹家豪 季钰容 胡诗艺
朱怡西
平潮小学
王楠
三余小学
龚云奇
十总小学
高嘉淇 杨思雨 徐 鑫 吴钰涵 刘朱亮
陆蕊烨 葛佳宇 王 辰 曾 怡 葛予涵
顾佳颖 何沛凌 李 佳 潘子尧 帅晨熙
曹李轩 曹敏洁 凌厉嘉
石港小学
帅魏浩 郁鑫玥
韬奋小学
徐朱文 叶黄妃 季鑫睿 周展霆 陆可馨
赵睿婕 赵梓淇 龚暖贻 蒋宇晗 赵鹏宇
羌玉涵 韩艳秋 陶季炎 王 爽 阚陈宇
费珏曦 王佳冯
张謇学校
王贝贝 李泽文 代 冉
正场小学
范梦佳 樊奕章 张 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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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名单

二、录用
1.根据选拔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排列，并综合考虑各学校

报名人数情况后进行录用；
2.录用的小记者名单在《通州日报》公布；
3.录用的小记者需在规定时间内登记注册。

一、选拔
九点签到
时间：2019年4月20日上午9：15至10：30

下午1：30至4：00
地点：区金沙小学（金沙街道交通路58号）

方式：上午自带用具（黑色水笔、橡皮等）参加，内容
为命题作文一篇，除诗歌外文体不限，时间60分钟。

下午进行才艺表演（乐器等自带），也可以简单自我
介绍，并讲述一件自己经历、印象深刻的事或者一个小故
事。从仪态仪表、表现能力等方面进行测评。每人 6分
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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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居奥装饰
地址：南通高新区金通公路1678号A座3楼10号 电话：400-0513668

通州体育中心健身服务电话 游泳馆：86028366 羽毛球馆：8602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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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购彩者领走体彩大乐透千万元大奖
又一个千万大奖被领走！体彩大乐透

频频给我省购彩者送来惊喜。近日，来自扬
州的孙先生领走了大乐透 1000万元头奖。
此外，4月 15日开奖的体彩大乐透第 19042
期，全国共开出 6注头奖；其中，5注 1800万
元，1注1000万元。

守号中得大乐透1000万元

有着多年彩龄的孙先生，比较偏爱大乐
透这样的电脑型玩法。在 4月 6日开奖的大
乐透第 19038期中，他收获了 1注 1000万元
的头奖。

仔细查看孙先生的中奖票，是一张多期
投注的大乐透单式票，一共投注了 6期，3月
31日 15点 42分购于扬州 10063体彩网点。

票面上有5注号码，其中第一注号码“05、11、
16、18、27+07、12”，与第19038期大乐透开奖
号码一丝不差，中得基本投注一等奖1注，奖
金1000万元。谈及号码的由来，孙先生介绍
说，“这张彩票上的号码，原本是我几年前随
机选的。后来买大乐透，懒得再去想号码，
我想就用这个来守号吧，也挺好。”

说到中奖后的心情，孙先生表示，“我买
彩票，原来就是买着玩的，既能娱乐，又能做
公益。那天在手机上查开奖公告，感觉
19038期号码挺眼熟的，拿出彩票一看没想
到中了大奖，还是有些激动的。”

大乐透奖池62.74亿元开奖

4月15日，体彩大乐透第19042期开奖，

前区开出号码“04、10、13、28、33”，后区开出
号码“11、12”。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24
期开奖，以 2.66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
筹集彩票公益金9586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6注头奖。其中，5注
1800万元，1注 1000万元。数据显示，湖北
中出 3注 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鄂州
同一网点，单票总奖金5400万多元。贵州中
出 2注 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黔东南
自治州同一网点，单票奖金3600万元。北京
中出的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海淀。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来自湖北
和贵州的幸运儿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80%奖
金，使得单注一等奖奖金达到了1800万元。

当期，二等奖中出79注，单注奖金55.55
万元。其中31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44.44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00万元。江苏中出 2注 100万元的追加投
注二等奖，分别出自苏州和南通。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62.74亿元
滚存至 4 月 17 日开奖的第 19043 期大乐
透。 （苏缇）

近日，在泰国湾的一个石油钻井平台附
近，石油工人发现并救起一只在海上漂泊的小
狗。它脱水严重，筋疲力尽，在平台度过了两
天后被送往泰国的兽医处接受治疗。据悉，该
石油钻井平台位于泰国以南、柬埔寨和越南以
西，距离海岸 135英里(约合 217公里)，无人知
晓这只小狗为何会出现在海上。

工人们发现它时，它正躲在铁锈的金属架
下，浑身湿透，筋疲力尽，努力把头探出水面。
工人用绳子将它救起，为它搭建了临时小窝，
给了它食物和水。小狗躺在地上，一名工人握
着它的爪子安抚，它也放松下来。在平台度过
了两个夜晚后，这只小狗被送往泰国的兽医处
接受治疗。

救起小狗的工人坤·维帝萨克表示，“幸好

风浪不大，否则我们可能看不到这只小狗。它
钻到金属架下面后不叫也不闹，我们就想办法
用绳子把它拉上来。上岸的时候它筋疲力尽，
脱水严重，我们给它补充了水和矿物质才让它
恢复，慢慢能坐起来或者走几步了。我还挺想
收养它的。”这只小狗被起名为“汶洛”，在泰语
中是好运的意思。维帝萨克于 4月 15日晚再
次去看了“汶洛”，它已经活泼起来了。

目前，这只小狗由泰国动物慈善组织的志
愿者照料，尚未明确它是否是流浪狗。据推
测，它可能是从陆地游到海上的，也有可能是
跳船入海。该组织的发言人表示，“救助这只
小狗的人做了相当好的紧急措施，它目前状况
良好。”

（来源：环球网）

小狗海上漂泊200余公里被石油工人救下

近日，英国一名男子行走在彭
布罗克郡的悬崖边上时，偶然发现
了一只失足跌倒在悬崖半空中的山
羊，于是该男子冒着生命危险对这
只羊展开了惊险的营救行动。

这名男子从悬崖上爬下后，一

手抓住这只羊的脊背，另一只手抓
住岩石，把它拖到安全的地方。在
救援过程中，只要这只羊“咩咩”叫
一声，对这位热心的男子来说，结果
都可能变得糟糕透顶。最终，这只
受惊的羊成功被解救，再次欢快地

跑回到草地上。见证这一善举的旁
观者拍下了这名男子爬下悬崖营救
这只羊的画面。

但英国布罗德港海岸警卫队表
示，这名男子没有必要冒着自身生
命危险去救这只羊。因为英国防止

虐待动物协会已接到电话，他们已
经在安排营救行动。此外，协会一
名工作人员称，这只羊如果受到惊
吓，根据以往救援惯例来看，它会跳
进海里，导致营救结果适得其反。

（来源：环球网）

英男子悬崖涉险救山羊 海岸警卫队表示不值得

印度百岁老人唐·波臣·林奇
现居美国纽约，虽然年事已高，仍
致力于瑜伽授课。她是世界上年
龄最大的瑜伽教练。

林奇 7岁开始接触瑜伽，那
时她还住在印度。一次海边漫步
时，她发现有男孩在海滩上做瑜
伽，便对此产生了兴趣，但是姑姑
告诉她，淑女是不会做这些动作
的。而当时的林奇回答说：“如果
男孩能做到，我就能做到。”由此，
她和瑜伽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曾给迪帕克·乔普拉这样
的名人当过瑜伽教练，并登上了
美国达人秀，还出版了两本书。
因其卓越的成就，2018年，林奇
荣获印度总理莫迪颁发的莲花士

勋章。尽管已经百岁高龄，并进
行了髋关节手术，但这名传奇的
瑜伽教练并没有打算停下脚步。
她每周都会在纽约市北郊的哈茨
代尔进行几次瑜伽授课，还会在
当地社团中跳舞。此外，她还是
当地葡萄酒俱乐部的成员。

林奇现在独自居住在郊区的
公寓里。当她有需要时，护理人
员会照顾她。有的是她的学生或
朋友，有的是葡萄酒社团成员。
今年8月13日她将迎来101岁生
日，但她依然精神矍铄。“每天早
上我醒来时，看着太阳就会想，今
天会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
她说。

（来源：环球网）

百岁老太不服老
精神矍铄教瑜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