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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课间休息自由、禁止公开考试成绩与排名……

这些教育政策下月起正式实施

哈市群力拟建两条新道路

斑马线前不减速、不停车
哈尔滨这些车都被曝光了

市民：群力第六大道附近特别堵
交警部门：立即调整信号灯 加大查违停力度 AA0303

鹤岗市萝北县蔡琳

照料患病母亲考入湘潭大学

“嗖”一甩鱼钩勾坏朋友眼睛

一个一个科技感科技感十足十足
一个一个市井味市井味浓厚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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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梁晨）26日，由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第五届
黑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
赛以“线上路演”方式开赛。

本届大赛以“激情创业创新 圆梦
乡村振兴”为主题，旨在搭建成果展
示平台、励志故事讲台、创意比拼擂
台，激发农村创业创新活力，发展壮
大乡村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
好局起好步贡献力量。大赛启动以
来，经县（市）推荐、市（地）遴选，共有
47个项目参赛，经省级初审，最终有
28个项目晋级决赛，其中初创组16
个，成长组12个。来自东北农业大
学、省农科院、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
学院、省农村经济服务与发展研究中
心的5位专家担任此次大赛的评委，
为每个参赛项目量化打分。

经过激烈角逐，盐碱湖河蟹越冬
养殖项目斩获第五届黑龙江省农村
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初创组一等
奖，冠三川山药煎饼加工项目、冰铎
风味辣椒酱创业项目获二等奖，五常
市云峰四叶参种植项目、逐梦小朱家
田园综合体项目、通河县平地人参产
业发展项目获三等奖；万亩小园玉米
方便食品深加工项目斩获第五届黑
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
成长组一等奖，推广微生物复合有机
肥料的使用项目、御膳田-稻田文旅
项目获二等奖，小盆栽大事业寒地露
天盆栽苹果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农业
全产业链经济生态圈项目、寒地灵芝
萃取深加工提纯项目获三等奖。

河蟹越冬 山药煎饼 四叶参种植

我省这些
农村创业项目“亮眼”

如今，市场上的果蔬不仅种类
繁多，而且很多以前单一普通的品
种时下多了很多新的“型号”，不仅
颜色不同，有的从个头、长相甚至口
感都与人们认知的样子大相径庭。
这些新的果蔬品种有什么特点？它
的营养成分又有哪些改变？带着这
些问题，生活报记者26日来到黑龙
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进行走访。

在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
记者看到了色泽如同彩虹般的大辣
椒，有红色的锦红、黄色的锦黄、橙
色的锦桔、紫色的锦紫，形状也是千
奇百态，令人大开眼界，有的颜色记
者从未见过。例如辣椒“锦紫”，它
是一种紫色的甜椒，外观上是长方
形的，果面光滑明亮，着色均匀。拿
在手中的分量和普通大辣椒无异，
但一口下去一种甜甜的清脆口感是
普通大辣椒没有的。“这些五颜六色
的大辣椒统称彩椒，最大的特点就
是不辣，味道微微偏甜，并带有清
新、清脆的口感，果皮也较为厚实。”
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标准园研
究室助理研究员王丽冬介绍说。“锦
紫从播种到采收120天左右，属早
熟甜椒品种，首花节位11至12片

叶，果型长方形，有3-4心室，大小
为10×9cm，肉皮厚度约为0.5cm，
单果重120至 180g。”对于这些彩
椒的特点王丽冬如数家珍。顺着辣
椒园区大棚往里走，锦玉、锦黄、锦
红、锦桔等五颜六色的彩椒迎面而
来。除了口感的不同，彩椒在营养
价值上与普通大辣椒也有区别。

“彩椒的花青素和维C含量更高，
更具营养价值，属于功能性保健类
蔬菜。”王丽冬介绍。“但由于气温
原因，咱们北方种植彩椒的农户很
少，基本都是从南方运来的。产量
低，物以稀为贵，彩椒在价格上一
般比普通的大辣椒贵上1倍。在一
般菜市场很难买到彩椒，彩椒一般
都会以两三个的形式装在保鲜盒
中，在一些精品超市或高端一些的
果蔬商店售卖。”

相比于普通辣椒的口感不同，
国人对这种偏甜的彩椒认可度一
般。“彩椒种子一般都从国外引进筛
选而来，外国人更喜欢吃彩椒，会用
彩椒拌沙拉，或者切成圈或丝当配
菜。在俄罗斯彩椒可以卖到折合人
民币十几到二十多元一斤，市场价
值还是很可观的。”王丽冬表示。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中
国 福 利 彩 票 双 色 球 游 戏 第
2021096期，我省绥化市北林区一
幸运彩民以一张面额10元的机选
票，揽获一等奖 1 注，获得奖金
5640531元。8月26日，中奖者刘
先生现身省福彩中心，领取属于自
己的那份幸运大奖。

据刘先生（化名）介绍，自己每期
购彩投入都是在10元钱左右，对于购
买号码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心得”。提

起大奖彩票的诞生，可谓是有心栽花
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8月24日
晚饭后，刘先生像往常一样散步，路过
福彩销售站时，随便机选了5注双色
球，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大奖就这样在
不经意间诞生了。

对于奖金的使用，刘先生表示，
虽然每次买彩票都会想象着能中多
少钱，中大奖后如何使用，但当大奖
真的降临时，却不知如何支配这笔奖
金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因为

这次中得大奖而打乱他们平静的生
活。今后他会继续低调地生活，继续
购买福利彩票，支持公益事业，把福
气传递给更多人！

黑龙江福彩在此提醒广大彩民
朋友：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希望广
大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有“寓募于
乐”的购彩理念，与福彩机构、销售
人员一起营造文明、健康、科学、理
性的购彩氛围，让福彩成为我们的
欢乐之源。

绥化彩民仅花10元 擒双色球564万大奖

据中彩网报道 8月26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游戏进行第2021097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
球号码为03、11、12、13、25、28，蓝球号码为12。

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45注，单注奖金为532
万多元。这45注一等奖花落14地：辽宁20注，吉
林2注，上海1注，浙江3注，安徽1注，福建1注，山
东2注，重庆6注，湖北3注，湖南1注，广东2注，海
南1注，四川1注，新疆1注，共45注。其中，辽宁
20注一等奖分落铁岭市的两家投注站，每站10
注，奖金均为5323.4210万元。两家投注站步行仅
需10分钟左右，是否为一人独中亿元大奖？我们
拭目以待。

本期二等奖开出359注，单注金额5万多元；
末等奖开出1077万多注。当期全国销量为3.55
亿多元，计奖后奖池金额为6.37亿多元。

双色球井喷45注532万头奖

辽宁或诞生亿元巨奖

转自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 一间
窗明几净的屋子，50多平方米大小，
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干净而又整
洁。一进门右侧墙上挂着河北省福
彩中心、邯郸市福彩中心颁发的优秀
销售站奖牌。这就是位于邯郸市渚
河路与光明大街交叉口的一所福利
彩票服务站——13100016站，这里
曾中出“双色球”两注一等奖，这里有
陈金山与爱人贾瑞芳二人辛苦坚守
的福彩事业。

2003年，陈金山、贾瑞芳夫妻下
岗，生活压力日益加剧。正巧家附近
有一所福利彩票销售站，门庭若市，

他们也萌生了经营福彩站的想法。
“一次性预交半年的房租、店面的装
饰，对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当。”贾瑞芳说。

2015年7月2日，一位熟悉的
购彩者打电话让代买两注彩票。当
天是双色球开奖的日子，晚上10时
看着开奖号码，贾瑞芳觉得像极了
帮顾客代买的彩票号码，便从包里
找出彩票仔细地核对了起来，发现
竟然中了一个一等奖，还有一个二
等奖。贾瑞芳激动地告诉陈金山，
陈金山立刻打电话将中奖喜讯第一
时间告诉了这位购彩者。

陈金山的福彩站，有着许多“规
矩”：不允许大声喧哗、不允许吸烟、
醉酒禁止入内、衣衫不整禁止入内
……这里被打造成“文明场所”。“这
些要求也是为彩民们好。老陈是一
个非常细心的人，从福彩站内的环
境，到站内的布局装饰，他都是下了
一番心血。”贾瑞芳说，“来我们这儿
购彩的彩民，不光来自周边，不夸张
地说遍布邯郸城区，都是老彩民推
荐，微信里每天都会有新彩民加我
微信，讨论怎样选号、分享购彩乐
趣，大家信得过我们，我们也很自
豪。”

一家福彩站 一对夫妻情

记者走访省农科院园艺分院 探秘新型果蔬（一）

辣椒颜色堪比彩虹
营养价值老高了

实习生张瑞焓 生活报记者梁晨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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