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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春节菜篮子一定满满的
全省肉蛋奶自给有余，蔬菜储备充足

哈尔滨公布最新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
0202、、0303A

五大连池民警护士夫妻

婚期推迟
防疫是头等大事

哈尔滨民警医生夫妻

一顿午饭
约半个月才吃上

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复兴号高寒动车组
开进哈开进哈尔滨尔滨
首次到达我首次到达我国最寒冷地区国最寒冷地区
刷新中国高铁纪录刷新中国高铁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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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太大！
度假村里

73名学生扎堆补课
组织者被拘留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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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防疫亦是别样的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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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福彩

买任意一款海参送
干紫菜一斤（30片）
满3900元送
价值千元大床鹅绒被
满6000元送
冬虫夏草+大床鹅绒被

原价6990元/斤
现价3790元/斤
8880元/3斤

每斤低至2960元

原价5880元/斤
现价2880元/斤

2斤送1斤
每斤低至1920元

冬虫夏草、鹅绒被、干紫菜 送!送!送!

广告

迎春节 海参特价抢

订购电话：0451-57781700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本报指定药店经销：南岗区通达街151号与清明四道街交口

即食海参 特惠99元/斤 5斤送1斤 10斤送3斤

原价3960元/斤
现价990元/斤
买2斤送1斤
买5斤送3斤

每斤低至619元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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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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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大连即食海参 特惠1490元/5斤 每斤仅合298元

海参是名贵的滋补品。冬季每天吃一根海参，是很
多人坚持的养生准则。海参从海域捕捞到顾客手中，需
要经过经销商的层层加价，价格抬高70%。厂家特价活
动，从工厂直供读者，减少中间商加价环节，让顾客省钱
到底。海参肉厚、口感好、涨发高。不是糖干参、盐干
参，媒体监督，品质放心！特价限量100斤，先到先得！

春节好礼选海参

龙江福彩：疫情防控、安全销售两不误

双色球21009期 头奖4注1000万 两期中4注双色球头奖
郑州两位彩民领走超值奖金

生活报讯（记者李
丹）1月21日晚，中国福
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
第2021009期开奖。当
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2、04、07、24、25、32，
蓝球号码为13。

当期双色球头奖4
注，单注奖金为1000万
元。这4注一等奖花落
4地，北京 1注,辽宁 1
注,福建1注,广东1注,
共4注。

二等奖开出57注，
单注金额50万多元。当期末等奖开出
859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3:3，三区比
为3:0:3；奇偶比为2:4。其中，红球开
出一组偶连号02、04；三枚斜连号02、

04、32；一组二连号24、25；两组同尾号
02、32，04、24；四枚隔码02、04、25、32；
一枚重号07；蓝球则开出13。

当期全国销量为3.67亿多元。计奖
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9.52亿多元，下期
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1月14日、17日，福彩双色球
第 2021006 期、第 2021007 期开
奖，河南彩民接连收获总计4注双
色球头奖，均为郑州彩民，其中一人
单式3倍投注，一人复式投注，分别
收获奖金2213万元、1447万元，再
现大奖福地本色。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这两
个大奖分别出自：郑州市郑东新区
福禄路东周路41010477福彩站，为
一张单注3倍6元票，命中双色球第
2021006期3注头奖，总奖金2213
万元；郑州市嵩山路五厂一街三号
楼41010183福彩站，为一张6+16
复式票，命中双色球第2021007期
一等奖1注以及二等奖15注，共揽
奖金1447万元。

近期，双色球第2021006期郑
州大奖得主李先生（化名）现身领

奖。他购彩近20年了，是一位资深
彩民，钟情于双色球游戏，基本上每
期都买。他直言中奖彩票是购彩过
程中，所购面值最小的一张，平时他
喜欢自己选号，这次由于购彩当天
比较匆忙，就机选了一注。

1月18日，开奖后第一天，双色
球第 2021007期大奖得主刘先生
（化名）来到省福彩中心领奖。他
说：“我购彩一直是机选，这次中奖
的彩票也是机选的。” 据中彩网

在义乌，
寻找“真理的味道”

据新华社电（记者赵悦 许舜达）从
沪昆高速公路义乌段的“望道互通”出口
驶离，驱车沿着山脚公路蜿蜒而上，便来
到分水塘村。村里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
的故事：

1920年的一个春夜，浙江义乌分水
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一个年轻人
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

母亲在屋外喊：你吃粽子要加红糖
水，吃了吗？

儿子应声答道：吃了吃了，甜极了。
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

现儿子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
没动。

原来，儿子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了
粽子！

这位把墨汁当红糖吃掉的人叫陈望
道，他翻译的册子叫《共产党宣言》。墨
汁为什么那样甜？原来，真理也是有味
道的，甚至比红糖更甜。

作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
本，该书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初版
1000册一销而光。从此，这本小册子在
中国不断传播，影响了一批为寻找中国

未来而奔走的中国共产党人。
分水塘村一度鲜为人知，但其所属

地义乌，如今以小商品之都闻名于世。
近年来，当地对陈望道故居进行了整体
修缮，并还原了陈望道在柴屋译书的场
景。2018年以来，依托红色资源，义乌在
当地打造了一条长达 13公里的道路
——“望道信仰线”，作为义乌十条美丽
乡村精品线之一。

53岁的村民陈华仙从2011年开始，
就在陈望道故居任管理员。前些年偶有
游客来访，她便承担起了义务讲解工作。

“我爷爷是跟陈望道一起长大的
伙伴，我小时候爷爷经常跟我说起陈
望道当年的故事。但直到我做了讲解
员，才真正了解陈望道，他对真理的追
求和救国救民的初心让我很佩服。”陈
华仙说。

如今，讲解过程中游客提出的问
题，陈华仙都能对答如流。她翻开角
落的留言簿对记者说：“这些年来瞻仰
陈望道故居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单位
都来这里上党课。”

以前分水塘村只有一家代销店，
随着来瞻仰观光的游客不断增多，现
在不仅有了农家乐和小饭馆，还开起
了望道邮局、进口商品直销中心、麻糖
手工作坊、非遗木刻版画工作室等，20
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分水塘村党支部书记陈仕杰告诉
记者，就这么一个小山村，如今一半多
的村民成了生意人。他们有的在距离
分水塘村20多公里外的义乌国际商
贸城拥有自己的店铺，有的则在当地

开办了企业。
从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进行“鸡毛

换糖”，到马路市场、钢棚市场几代摆摊
经营，改革开放以来，资源贫瘠的义乌逐
渐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
心。

百年前，在义乌闭塞的小山村里，一
位满怀救国理想的年轻人，把马克思主
义的火种引进了中国。而现今，并行于

“望道信仰线”行驶的中欧班列（义乌），
也让分水塘这个小山村与全世界的联系
再度变得紧密。

2014年 11月 18日，中欧班列（义
乌）——“义新欧”从义乌西站始发，途经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
国家，历时21天，最终抵达西班牙首都马
德里。这条全长1.3万公里的中欧班列
铁路线，打开了义乌和欧洲经贸往来的
新通道。

“从前的需要，只限于国货就够了；
如今却要求国外的产品。从前只株守一
乡一国，如今却也讲求各国国民的交际
和互助。”时光走过百年，重读陈望道的
翻译，让今天的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到：马
克思是对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意大利的饼干、捷克的水晶杯、土耳
其的花生油、巴基斯坦的毛巾……“义新
欧”进口商品直销中心位于分水塘村核
心区的古街上，占地约100平方米，村民
和游客在这里可直接“海淘”来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源头货。

“直销中心虽然国外产品很多，但卖
得最好的还是跟陈望道有关的原创设计
产品。”店员陈丹感慨地说。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黑龙江省
福彩中心研究制定了《省福彩中心疫
情防控工作12项措施》，严格落实福
彩销售站疫情防控管理制度，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由各地福彩中心决定实
行“区域性停销”措施，在确保福彩
机构自身及销售站疫情防控工作基
础上，做到安全销售、疫情防控两不
误。

绥化市福彩中心在民政局主管
领导组织下，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
施，关停了全市福彩投注机，对部分
站点粘贴了封条，福彩中心工作人员
全部投身到社区一线防控工作中。
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地的民政
局、福彩中心领导班子纷纷在第一时
间深入销售一线，就疫情防控落实情
况进行走访、检查，听取销售站意见

建议。哈尔滨市为香坊区179家福利
彩票销售站发放口罩、消毒液等防疫
用品；大庆市福彩中心要求全市销售
站必须在站内做好定时消杀工作，还
在企业微信中开启“每日健康情况”
上报，启动疫情防控监督电话，并派
专人接听。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齐齐
哈尔市福彩中心适时开展“快乐8”游

戏的宣传，并创新“快乐8”游戏销售
模式方式，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完成
福彩销售工作。黑河市福彩中心紧
急成立了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制
定出台系列措施，对疫情期间即开票
物流配送、彩民兑奖、值班值宿、销售
站防疫、防疫物资储备发放等重点工
作都做了详细规范和具体部署，确保
疫情防控和福彩销售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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