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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车手蒙头“黑”骑小摩托
欲破世界纪录

美夫妇变卖资产无债一身轻
带着女儿巴士旅行
据英国《镜报》11 月 5 日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对夫妇卖掉了他
们所有的资产，带着年幼的女儿和
宠物狗，在一辆翻修的巴士上过着
无债一身轻的生活。
据报道，31 岁的威尔·沃森曾
拥有一家创意视频公司，他和 29 岁
妻子克里斯汀都热衷冒险，他们卖
掉了所有资产，花 6257 英镑(约人
民币 56391 元)购买了一辆退役军
用巴士，并还清了 18627 英镑(约人
民币 167875 元)的债务。
去年 9 月，在翻新装修巴士期
间，克莉丝汀意外怀孕，夫妻俩认为

近日，著名特技车手冈特用
黑色袋子罩住头骑着小摩托在奥
地利卡林西亚和萨尔茨堡之间行
驶 。 他 原 本 计 划 骑 行 47 公 里 ，
但只骑了 14.5 公里就被警察拦了
下来。
冈特称他要打破在山地蒙头
骑行的世界纪录，因为看不见任
何东西，他被迫借助一个氧气瓶
呼吸。冈特的团队驾驶一辆汽车
走在他前面，遇到有车辆出现会
及时通过无线电给他提醒，因为
这段路没有因为有人在挑战世界

这是上天的礼物，兴奋地迎接女儿
罗姆（Roam）的出生。在罗姆六个
月大的时候，他们搬上了巴士，带上
宠物狗开始了他们四口之家的新生
活，现在他们已经旅行了 1.6 万多英
里（约 25749 公里）。
这对夫妇表示非常喜欢现在的
生活，家人都很支持他们的冒险，没
有债务让他们拥有了平静和安全
感。他们还表示，虽然带着宝宝去
旅行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但孩子的
适应能力非常强，事情永远不会像
你想象得那么糟。
（来源：
环球网）

英一女子收藏 2000 多只小马玩具 买新房存放
据英国《镜报》11 月 3 日报道，
英
国 36 岁的米兰达·沃比是“小马宝
莉”玩具的狂热粉丝，为了存放自己
2000 多只藏品，她成功说服男友买
了一套新房子，这样她就可以有一
个陈列室来摆放她收藏的小马玩具
了。
据报道，从四岁起，米兰达就是
这些五颜六色的玩具的粉丝，现在
她已经拥有了 2000 多只小马玩具。
多年来，米兰达一直努力为自己的
收藏增加展品。她说：
“我知道一个
36 岁的女人收集玩具可能看起来有
点疯狂，但我不在乎。我傻乎乎地
迷上了这些小家伙。”她的伴侣，58
岁的伊恩·兰斯顿支持她这个不同
寻常的爱好。
米兰达说：
“ 伊恩虽然不能真正

理解我，但他已经尽力了，还开车送
我去取回小马玩具。当我告诉他我
们得搬家的时候，我知道他一定以
为我是在开玩笑。我喜欢我们的三
居室半独立式公寓。我们在那里住
了三年，并没有搬家的打算。但后
来箱子越来越多。我非常想有一个
专门的屋子给我的小马们，这样它
们就可以被展示出来，而不用被打
包起来。”米兰达表示说服伊恩卖掉
房子很难，但他同意了。
米兰达接着说：
“ 现在我对我的
陈列室很满意。”米兰达称她的“马
房”是她在萨福克郡新公寓里最吸
引人的地方。她补充道：
“一定有人
认为我疯了。但我所有的家人和朋
友都非常支持我，尤其是伊恩。”
(来源：
环球网）

纪录而封锁。
冈特花了三年时间为这个项
目做准备，他记住了这段道路的
36 个弯道，他说：“我确切知道
每个弯道的半径和需要行驶的速
度。”
虽然只骑行了 14.5 公里，冈
特称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不
过最终 41 岁的冈特被警察拦了
下来，并被指控不戴头盔和携带
危险物品等罪行。
（来源：环球网）

英国 22 岁女子辞掉工作
变身专职吃播博主
近日，英国伦敦 22 岁的查
娜·罗利辞掉行政工作，在
YouTube 视频网站上寻找自己的
事业，希望成为一名专职吃播博
主，专吃麦当劳、必胜客等高热
量食品。
查娜表示，她很喜欢吃播这
个身份，给了她很多自信，人们
也喜欢她的幽默，曾多达四万人
收看了她大吃特吃的视频，虽然
也有收到消极评价，但是她并不
在意。

据悉，查娜的“终极目标”
是一次性吃下 10000 卡路里的食
物。查娜现在体重 16 英石 （约
101.6 公斤），为了平衡吃下的高
热量，她每周去健身房四次。查
娜现在还在一家仓库做兼职以便
养活自己。她的母亲看到她的热
情和努力后，改变想法，对她表
示支持，而她的伴侣会经常和她
一起拍视频。
（来源：环球网）

澳大利亚一条鲨鱼跃出海面
抢夺渔民捕获的 30 公斤鲭鱼
近日，澳大利亚东北部阿纳姆
岛海域附近有大量鲨鱼出没，一艘
捕鱼船队猎杀重达 30 公斤的西班牙
鲭鱼时，一条鲨鱼扑向这条鲭鱼，造
成一名捕鱼者严重受伤。
据报道，该水域有大量鲨鱼出
没，当鲭鱼和想吃掉它们的鲨鱼一

起在空中跳跃时，渔民们费了很大
的力气才捕到这些鲭鱼。视频中，
船员们拿着他们捕获的鱼，鱼身上
被咬掉了一大块。还有一名女船员
——三十岁的捕鱼老手胡安妮塔，
在拖拽一条大鲭鱼时，一条鲨鱼撞
了过来，结果她整只手背被拉鱼用

的钢缆严重划伤。
视频没有拍到胡安妮塔的受伤
过程，但是其他船员目睹了这可怕
的场景。他们表示：
“她的手不幸骨
头碎裂，急需乘飞机回 700 公里外的
达 尔 文 。”网 友 特 洛 伊·彼 得 森 在
YouTube 上评论道:“我想象不出还

有比捕鱼者更艰险的冒险了。我在
水上和水中做了很多我认为疯狂的
事情，但在看了这段不可思议的视
频后，我发现我的行为已经称不上
疯狂了。”
（来源：
环球网）

英国辣妈每月花费 1000 英镑
为自己和女儿们做美容
据外媒近日报道，来自英国伯
明翰的 33 岁辣妈汉娜有四个孩子，
她每个月需花费 1000 英镑（约人民
币 9000 元）为自己和三个女儿做美
容，其中最小的女儿才 15 个月大。
据报道，汉娜每周都会带孩子
去美容院美容、美甲、足疗和美发，
坚称这是孩子们应得的宠爱。汉娜

认为，要让 17 岁的蒂亚、9 岁的布鲁
克和 15 个月大的瓦伦蒂娜明白活得
漂亮很重要。虽然瓦伦蒂娜年纪太
小还不能做全套的足疗，
但从 9 个月
大开始就一直在足疗中心泡脚。她
给孩子们送了著名的奢侈品红底
鞋、人造毛皮披肩和两匹宠物马，但
她坚称这不是溺爱。

汉娜表示：
“我教会女儿们如何
打扮自己，并确保时刻注意保养皮
肤、头发和指甲。我没有给孩子们
涂指甲油，因为她们还小，不希望损
伤她们的指甲。她们喜欢打扮得漂
漂亮亮的，指甲上总有闪亮亮的东
西。”目前在大学攻读艺术的大女儿
蒂娜从两三岁就开始美发，她表示，

公开致歉书

妈妈让她做的面部护理和美发有助
于她在上中学时增强自信。
据悉，汉娜和 30 岁的丈夫尼克·
贝里格经营着一家树木外科医疗公
司，他们努力工作为的就是让孩子
们有所依赖。父亲尼克也常常和他
们 8 岁的儿子欢度
“男生日”。
（来源：
环球网）

本公司位于南通市通州区
兴仁镇三庙村一组，主要从事
木质橱柜、床项目生产。11 月
4 日，环保部门到我公司检查，
发现我公司部分产品油漆未在
喷房内进行，对我公司进行了
依法处理。对此我们认真反
思，积极整改，
并向社会公开致
歉，承诺：

1. 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
法规，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罚
决定。
2. 立即整改，今后油漆工
段全部在喷房内进行，废气经
处理达标后排放，杜绝在非密
闭空间内从事刷漆的行为。
南通瑞兴木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8 日

大乐透开出 5 注千万元头奖 苏州上榜
11 月 6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27 期开奖，
前区开出号码“04、07、08、11、16”，后区开出
号码“09、11”。本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109
期开奖，通过 3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
集彩票公益金 1.08 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 5 注一等奖。其中，1 注
为 1800 万元（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
一等奖，出自云南；4 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
一等奖，分落上海、江苏、广东和贵州。
数据显示，云南中出的 1800 万元出自玉
溪，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 15 元投入的单式追

单期筹集公益金 1.08 亿元

加票。上海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浦东区，中
奖彩票为一张 7+2 复式票，单票擒奖 1003 万
元。江苏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苏州，中奖彩
票为一张 11+4 复式票，单票擒奖 1169 万元。
广东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中山，中奖彩票为
一张 8+3 复式票，单票擒奖 1081 万元。贵州
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黔南州，中奖彩票为一
张 5 注 10 元投入的单式票。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来自云
南玉溪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要
多拿了 800 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一

等奖总奖金达到了封顶的 1800 万元。二等
奖开出 110 注，每注奖金为 37.71 万余元；其
中 45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0.16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67.88 万
元。三等奖中出 198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 。 四 等 奖 中 出 909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 20626 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 27006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38939 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872301 注，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开出 8686172 注，单注奖金为 5
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21.35 亿元
滚 存 至 11 月 9 日（周 六）开 奖 的 第 19128
期。
（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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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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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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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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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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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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骑岸卫
生院数字胃肠机采购及安装项目，预算
金额：
约 60 万元。

1. 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镇南幼儿
园建设工程施工，中标单位：南通四建集团有限
公司，中标价：
16765088.02 元。
2. 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中瑾世纪城小区
路面维修工程，中标单位：南通市长盛市政工程

2. 项目名称：南通高新区文物资源
区域评估服务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
约 36
万元。

有限公司，中标价：
476750.39 元。
3. 项目名称：锡通科技产业园 （张芝山镇）
兴张路雨污水管道工程施工，中标单位：南通
市通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
3997157.2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