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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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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新规则持续派发利好，江苏
购彩者的百万二等奖之旅也在继续。5月21
日，又有两位百万二等奖得主走进江苏体彩
兑奖大厅领奖。

他随机选号，中了313万元

率先现身的是常州 3204004390体彩网
点购彩者赵先生。赵先生出示的中奖彩票是
一张单式票，锁定1注号码，倍投5倍，投注金
额仅为 10元。该票中得 5月 11日开奖的体
彩大乐透第 19053期二等奖 5注，单注奖金

626159元，单票总奖金3130795元。
赵先生介绍说，他购买大乐透时间不长，

至今不到3个月。因为是新手入门，赵先生选
择了一种最简单的投注方式——随机投注。
机选1注号码，倍投5倍，对于赵先生来说，每
期10元的投注完全可以接受。赵先生笑言，

“我买大乐透的时候就想，能中个二等奖就知
足了，没想到真的中到了，真是太幸运了。”

他自选号投注，中了108万元

就在赵先生领走大奖后不久，来自徐州

的购彩者刘先生现身领取 19050期大乐透二
等奖。刘先生的中奖彩票是一张“8+2”复
式票，号码是自选的。刘先生表示，“我买
彩票没有固定的模式，有时间研究的时候我
就买一点，没时间就不买，一般一个月也就
买个四五次。”

5月 2日，刘先生在 3203003887体彩网
点买了这张复式票，5月4日，19050期大乐
透开奖，刘先生中得当期二等奖1注、五等
奖 15注、八等奖 30注和九等奖 10注，单票
总奖金1089514元。

大乐透开出3注一等奖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将
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 10 时至
2019年6月18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户名：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法院，网址：https://sf.tao⁃
bao.com）公开拍卖南通市东源
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通州
区金沙镇银河路北侧厦门路东
侧银河湾 6幢 504室房产及部
分家电家具。本标的拟进行二
次拍卖。当次拍卖流拍的，进
行下一次拍卖；当次拍卖成交
的，后续拍卖自动取消。第一

次起拍价：1446800 元，保证
金：28 万元，增价幅度：7200
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
方式：自2019年5月13日起至
2019年 6月 14日止（节假日休
息）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法院
联系，于2019年6月14日下午
16:00至 16:30统一安排看样，
联系电话：0513- 68910073。
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关注淘
宝网司法平台。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019年5月14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遗失启事
邵夕玲（身份证号码：320624196310034165）遗失恒力房地产

南通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两份（预售房款），发票
号码为29241839、29241502，金额为452984元、300000元，作废。

陆建洪遗失南通市通州区房屋征收（搬迁）服务人员上岗证
副本，号码为ZC20160477，作废。

景荣义遗失南通市通州区房屋征收（搬迁）服务人员上岗证
副本，号码为ZC20160752，作废。

宣志阳遗失警官证，警号为067931，作废。
张海霞遗失就业创业证，号码为3206122011001915，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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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中标结果公告

下列项目经批准实施，所需资金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antong.gov.cn/）。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招标文件规定，下列项目招标工作已经结束，中标人已确定，现将中
标结果公告如下：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antong.gov.cn/ ）。

1.项目名称：通州区石港镇颐港家
园二期道路、雨污水、消防配套工程，预
算金额：约1030万元。

2.项目名称：兴仁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地块房屋征迁及拆除项目。
3.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时代尚

城供配电工程电缆采购公开招标项目。

1.项目名称：通州区黑臭水体治理相关小区
配套改造项目（二期），中标单位：南通正天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449597.1元。

2.项目名称：平潮镇滨江花苑一期、二期雨
污改造工程施工，中标单位：江苏通平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中标价：1557306.91元。
3. 项目名称：南通高新区通甲路过河污水

总管工程，中标单位：南通普合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中标价：4081699.85元。

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 21日报
道，家住英国汉普郡戈斯波特的一
名女子发现家中冰箱多次被盗，地
上满是吃剩的冷藏食品和包装袋。
几经周折，她发现这竟是一只野生
獾捣的鬼。

大约两周以前，汉娜·卡弗发现
她的家一直被一种动物频频光顾，
家内食物被其掠夺一空。一天早
上，她发现，地上都是垃圾桶里的垃
圾。一开始她以为盗贼是狐狸，但

是她不知道它是如何打开冰箱门
的。直到有一天的凌晨一点，她在
厨房里喝东西的时候，看到一只动
物偷偷溜了进来。

汉娜把自己的苦恼告诉朋友
们，但是没有人相信她。于是，她准
备用手机将盗贼偷窃的画面拍下
来。等待了几晚之后，5月14日，盗
贼现身。汉娜拍下的视频显示，一
只野生獾从门上的猫洞里爬进来，
用爪子打开冰箱门，对着冷藏的食

物大吃特吃。这只獾好像对冰棍情
有独钟。画面上，它打开一堆泡泡
糖味冰淇淋的包装，猛足劲地吃。
除此以外，它还吃了不少扭扭乐冰
棍、鸡肉、玉米饼、土豆泥和中式猪
排，唯独扇贝它不吃。

苦于这只獾的不断侵扰，汉娜
向市议会和多家动物公益组织求
助，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这只动物
是受保护的。因此，她几乎不能做
什么。

尽管如此，汉娜还是使出浑身
解数，保卫自家的冰箱以及自己年
仅 6岁的儿子。她在冰箱上装上了
儿童安全锁，把冰箱门朝墙摆放。
但是这也没有挡住盗贼“獾”偷窃的
脚步。獾照常潜入她的家中，翻垃
圾桶，甚至尝试打开装有零食的橱
柜。汉娜说：“它喜欢吃的食物，我
们现在都不吃了。我去买东西都不
买冷藏食物了，因为买了也藏不
住。” （来源：环球网）

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 21日
报道，近日，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
区格拉纳达附近皮诺斯普恩特镇
的一户民居在家里的墙体内发现
了一个巨大的蜂巢，由此揭开了让
他们一家人两年来难以入眠的秘
密。

该民居的卧室墙壁在过去两
年不断发出嗡嗡的响声，让居住在
此处的一对夫妇难以入睡。然而，
经调查发现墙体里似乎有一个蜂
巢，于是这对夫妇便请来了当地的
养蜂人塞尔吉奥·格雷罗做进一步

检查。
塞尔吉奥扒开墙壁发现，蜂巢

已经占据了一大块墙壁，与卧室的
高度相当，他估计一共约有8万只
蜜蜂。随后，塞尔吉奥通过一种特
殊的抽吸系统成功把所有蜜蜂安
全移除。

塞尔吉奥说：“蜜蜂将蜂巢建
在房子墙壁里的行为与气候变化
有关。树木更少了，它们只能栖身
在民居里。”

（来源：环球网）

在水里肆意翻滚，像孩子一
样溅水，没错，你看到的正是一
头可爱小象洗澡时的场景。据
英国《每日邮报》5月21日报道，
一头名叫法赛的小象在泰国普
吉岛上一处大象修养公园快乐
地洗澡，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

视频中，这头小象开始有些
胆小，只敢用脚踢水，随着管理
员用水管把水淋到它身上，它慢
慢放得开了，也喜欢上了在水里
的感觉。随后，它更是放松下
来，完全潜入水中，将头埋在水
下，还侧着身子翻滚，大量的水
随着它的动作涌到了浴缸外。
最后，小象终于出来换气了，放
松的时候，调皮地把自己的鼻子
搭在浴缸边上。

据悉，这座大象修养公园由
阿杜维特·卡米亚先生创建，如

今是八头不同年龄大象的家
园。这些大象由一组护理人员
照顾，他们尽力给大象们提供最
好的生活。

在泰国，每4头大象中就有
3头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地方，很
多大象还被用来乞讨，经常被虐
待。但这种事情不会出现在大
象修养公园内，这里的工作人员
为自己能照顾好这些大象而感
到自豪。他们在网站上这样写
道：“我们绝对不会随意骑大象、
用锁链锁住或殴打大象。我们
工作的唯一重点就是照顾好年
老的大象。到公园来的游客和
志愿者们可以与当地的驯象人
一起照顾这些象征力量与和平
的动物，这也将是一次愉快而有
益的经历。”

（来源：环球网）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阿
拉巴马州一名教师拍摄的一段歌唱
视频在网上疯传，视频中她的三年级
学生正在演唱《老城区路》的“课堂
版”，此版本正是由该女教师改编填
词的。

据悉，这名女教师名叫贾斯
敏·阿曼尼·梅莱特，刚刚入职学
校不久。她一直努力让她的班级保
持活力，尽量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因此，在一场数学测验之前，
为了帮学生缓解考试压力，这位 23
岁的老师给《老城路》 (一首流行说
唱歌曲)填了新词，并教了她的学生
们。歌词内容幽默励志，结合了考试

学习的现状。
视频中，孩子们激情昂扬，在老

师的带领下大声演唱着改编歌词，节
奏感极强。在接受采访时，梅莱特还
表示她很注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因
为孩子们喜欢说唱，所以除了录制这
个视频，她还会通过说唱的方式教他
们动词和形容词。

自视频 4月 30日上传至梅莱特
的个人网页以来，已经被浏览了 2.1
万次，自视频转发到推特后已有近
500万的浏览量。该视频甚至得到
了原唱 Billy Ray Cyrus 和 Lil Nas
X的回应。

（来源：环球网）

小学女教师改编说唱歌曲帮学生减压 泰国一小象洗澡时
在浴缸里开心翻滚

一夫妇遭受两年怪声侵扰 扒开墙后发现巨大蜂巢

女子家中冰箱屡遭洗劫 罪魁祸首系一野生獾

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 21日报
道，近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哈巴罗
夫斯克体育馆举行了欧亚举重锦标
赛，俄罗斯举重运动员雅罗斯拉夫·
拉达什维奇在比赛中挑战深蹲 250
公斤，在下蹲的过程中，他的右胫骨
复合骨折，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

从相关视频中可以看到，雅罗
斯拉夫的助手把杠铃架上的支撑拿
开，他在下蹲的过程中慢慢弯曲自
己的双膝，过了一小会，他的一条腿
支撑不住，发生了断裂。

雅罗斯拉夫告诉记者：“我准备
这些比赛很长时间了，原则上我确

信自己会表现得很好。事实上，两
周前我的腿就疼得厉害。我以为它
只是拉伤，所以没有在意，仅仅喝了
止痛药，然后一如既往地训练、做准
备。”

他补充道：“前两次我试图下
蹲，并且负重相同，但都没有成功。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尝试中，我的腿
拉伤疼了一下，膝盖在向内向外颤
抖。之后，小腿的疼痛便加剧了。
在第三次尝试中，我举着同样的重
量，当我蹲下时，就发生了你们在视
频中看到的一幕。”

（来源：环球网）

俄一运动员深蹲250公斤意外致腿骨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