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彩帮帮你”
再捐3户急难家庭
20日，我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分别赶往新北区的3户

急难家庭，为他们送去“福彩帮帮你”爱心款。
3户家庭的顶梁柱都已人到中年，其中一家父亲出车

祸成了植物人，母亲患心脏病，还有一对儿女要抚养；另一
家5口人，4个身体都不好，本人糖尿病多年已引发肾炎，
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老母亲由于车祸摘掉了一个肾，脑部还
有淤血，却无法通过手术进行清淤，28岁的女儿患免疫系
统疾病，一只眼睛也已经失明；第三户家庭，本人患有胃癌，
妻子又出车祸，孩子学费和医疗费都凑不上。

了解到3户家庭的遭遇后，市福彩中心迅速启动“福
彩帮帮你”爱心基金，各为他们送去5000元救助款，帮助
他们暂缓眼下艰难的处境，也希望有更多社会爱心力量来
帮他们一把。

18日，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已为市区2户急难家庭各送
去“福彩帮帮你”5000元爱心基金。 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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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转变”力促溧阳福彩健康发展
溧阳市募办在民政局的大力支

持下，加快“三大转变”，为福彩健康
发展保驾护航。

一是由注重量增转变为注重质
优。以前福彩发展靠的是“广撒网”，
溧阳全市高峰时有138家福彩站点，
但是一味地增加站点数量，很多新增

站点入不敷出。为此溧阳福彩转变
思想，淘汰了一批绩差站点，扶持
一批优秀站点，严格控制布点，城
区范围内实行“退一增一”，大的乡
镇保留 2-3家，小的乡镇投放
1-2家，目前福彩站点总数下降到
110家，但单机销量明显提升。

二是由行政管理转变为用心服
务。依靠行政管理去发展福彩，存在
很多弊端，为此溧阳福彩从加强服
务入手，帮助站点健康发展，包括开
票、打印纸、宣传品全部送上门，按
季度发放本子、笔等必需品，新增站
点全部手把手教，绩差站点每月上

门帮扶等，让销售员体会到福彩大
家庭的温暖，更好地投入到销售工
作中去。

三是由大奖宣传转变为公益宣
传。以前福彩宣传重点在中大奖，很
多群众不了解福彩做了很多公益事
业。因此溧阳福彩从去年开始逐渐淡

化中大奖的宣传，而更注重公益宣
传，利用路牌和大型LED显示屏滚
动播放福彩公益宣传片；“五一”和
“十一”假期，在市区中心商场门前，
摆放公益宣传版画，并开展福彩公益
咨询活动，向群众展示福彩的公益性
质，打造福彩的品牌形象。 胡鑫

常州福彩销售员
营销技巧培训圆满结束
近日，江苏福彩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销售员营销技巧巡

回培训活动。24日和25日两天，著名讲师汪淏来到常州开
展了巡回培训讲座。

本次培训分市区、武进、金坛、溧阳4场进行。培训会
上，汪老师主要向销售员讲授了“快3”营销技巧，阐述了站
点如何通过有特色的布置和宣传方式吸纳、留住彩民的实
践经验，对站点销售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销售员和工作人员纷纷表示讲课内容很实用，对老师
提出的各种营销手法跃跃欲试。

这次培训，改变了销售人员销售彩票的传统意识和观
念，将有效提升福彩队伍的营销能力和服务水平，极大地增
强销售人员对进一步做好彩票销售工作的信心。

周琦 刘亚飞 燕军

福彩三大票种齐送大奖
近日，我市福彩双色球、刮刮

乐、中福在线齐齐放送好礼，向彩
民朋友送出大奖。

多位彩民喜获
双色球二等奖
23日晚，双色球第98期开

奖，开出红球 06、09、13、26、27、
33，蓝球01。当期双色球头奖开

出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二等
奖开出145注，单注奖金18万多
元。当期我市喜中1注二等奖，中
奖彩站为位于武进区遥观镇临津路
22号的32040597福彩投注站。

据了解，中奖彩民是一位老彩
民，平时买双色球并不特别在意号
码，选号比较随意。当期他在
32040597站点花10元钱随机了5
注号码，没想到第2注全中红球，幸

运中得了二等奖。一家三口第二天就
来到市福彩中心兑奖处兑取了奖金。

20日晚，双色球第97期开奖，
开出红球 09、12、14、20、26、27，蓝
球04。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11注，
单注奖金 633万元；二等奖开出
827注，单注奖金2万多元。当期我
市共中出4注二等奖，其中位于天
宁区中吴大道周家村 96号的
32040180站点中出2注，武进区
湖 塘 镇 金 鸡 东 路 209号 的
32040468站点、新北区薛家镇顺
园新村300幢的32045825站点各
中出1注二等奖。

心想事成刮中“彩
运亨通”10万元大奖
“彩运亨通”即开型福利彩票自

上市以来，因玩法新颖，“奖上奖”等
更多中奖机会，深受我市彩民喜爱。
19日晚上9点，位于武进区雪堰镇
雪新街的32040581福彩站点传来
喜讯：一彩民幸运刮中“彩运亨通”
10万元大奖。

据悉，该彩民是福彩刮刮乐的
忠实粉丝，他在选择刮刮乐票种时
青睐寓意美好、吉祥喜庆的票样。
当天晚上，他和妻子一起来到
32040581福彩站点，瞧见新票“彩
运亨通”画面以财神送金元宝为主
体，寓意财富好运，加上玩法简单易
懂，设计喜气洋洋，就买了一张“彩
运亨通”和一张“5倍惊喜”。

夫妻俩手气不错，“5倍惊喜”
刮中了25元，在刮“彩运亨通”时，

彩民嘴上轻轻地念着“10万元！10
万元！”没想到神奇的一幕就在这时
候发生了———他在“玩法二”中刮出
的“我的号码10”正巧与“中奖号码
10”相同，只见“我的号码10”下方
的数字1后紧跟着一串0，彩民镇
定地数了一下，发现自己竟然刮中
了10万元的大奖。

20日下午，中奖彩民来到市福
彩中心兑奖处兑取了奖金。

中福在线送出25
万元最高累积奖
26日下午14点59分，时隔该

厅上一次爆机尚不满一个月，金坛
县府路中福在线销售厅再一次传出
喜讯：一位彩民在“连环夺宝”游戏
中喜中25万元最高累积奖。这是
该厅今年送出的第6个25万元大
奖。

据悉，中奖彩民是来自常熟的
小伙子，这几天都到金坛厅玩游戏。
当天小伙同样来到大厅，坐在6号
终端机前玩“连环夺宝”游戏。本只
是放松娱乐，小伙子对于屏幕上的
宝石变化没有太在意，只是随意地
拍着，殊不知就在他玩到第三关的
时候拍出了24颗红宝石。这一幕
小伙并没有第一时间看到，倒是经
过的大厅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到了，
连忙告诉小伙“你中奖了！”尚没有
反应过来的小伙还顺口回了一句
“我没中奖啊！”等到屏幕上出现恭
喜中得25万元的字幕，小伙子才
反应过来。 由云 刘亚飞 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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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蛋虾价延续涨势
蔬菜价格小幅回落

本报讯 26日，市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发布本周全市
21家农贸市场监测数据，结果显示：我市肉、蛋、河虾价格
继续上涨，蔬菜价格略有回落。

本周每500克精瘦肉零售均价16.95元，与上周比小幅
上涨2.87%。目前市场生猪供应量增加，市场需求不见明显回
升，收购价已有见顶迹象，但零售市场猪肉价格仍延续小幅上
涨态势，预计“中秋”“国庆”双节过后将有所调整。
每500克普通鸡蛋5.2元，与上周比上涨5.05%。节日

临近，市场需求增加，预计后期鸡蛋价格仍持涨势。
每500克河虾（活3-5厘米）112.77元，与上周比上涨

6.32%。目前市场需求旺盛，河虾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扬，预
计后期仍将保持高位。

本周蔬菜价格略有回落，
监测的 43个常规蔬菜每 500
克均价 3.83元，比上周回落
0.52%。预计后期随着地产蔬
菜供应量的不断增加，菜价将
持续回落。

'常价宣 宋婧(

向全市环卫工人捐赠3000只马扎
“暖新闻”记者联盟携手常州晚报“周末关爱”栏目

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
“暖新闻”记者联盟携手常州晚
报“周末关爱”栏目，向环卫工
人捐赠 3000张轻便休息椅，
让他们在工作时随身携带，休
息时间可以找个阴凉的地方坐
下来歇会儿。

此次捐赠活动是暖新闻记者
联盟成立以来开展的第一次新闻
行动。以捐赠仪式为契机，中央、
省、市三级媒体共同聚焦环卫工
人，在全市上下进一步营造关爱
环卫工人的舆论氛围。

今年7月，中央、省级重点媒
体在我市集中采访“小巷总理”
许巧珍的先进事迹。以此为契
机，市委宣传部发起成立“暖新
闻”记者联盟，由常州日报社、常
州广播电视台为主体，邀请人民
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华
日报等10余家中央及省级媒体
代表担任联盟特约成员，共同为
宣传常州正能量、传播常州好声
音汇聚力量，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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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爆炸事故再度为安全生产敲响警钟# 为落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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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今年将新增
千余个停车位
八角井停车场已开工建设
本报讯 为解决城区停车难问

题，根据静态交通综合治理相关要
求，经相关部门实地调研，金坛深挖
城区空地资源，今年将新增停车泊
位千余个。

据悉，将新建丹阳门八角井、飞
洋鱼等4处公共停车场，改造华润
苏果北侧、人民医院东侧及老市政
府等5处停车场，并同时开展道路
停车泊位排查工作。

目前，规划中的丹阳门八角井
停车场已开工建设，总造价80万
元，建成后不仅能缓解停车难问题，
还能为附近小区的居民提供休闲娱
乐场地。 '陈玉婷(

她将登上央视寻亲
昨赴北京录制倪萍主持的《等着我》节目

得过小儿麻痹症的———

本报讯 昨天上午，45岁的徐
海英拄着双拐，登上了常州开往
北京的列车。此行北京，为的是录
制央视《等着我》的节目，向主持
人倪萍诉说她 37年来从未磨灭
的寻亲梦。

为了确保徐海英的安全，常州
福利院党委书记高洁萍和两位工作
人员陪着她一起上北京。

徐海英因小儿麻痹症而致左腿
残疾。被母亲遗弃时，她8岁，已经
记事。至今她仍记得，爸爸的名字叫
徐登亮（音），妈妈叫戴小萍（音），家

是农村的，还有两个弟妹，好像分
别叫海娣、海娃。

徐海英说，那年的某一天，妈
妈带着她，坐车去了句容亲戚家。
走亲戚本来是件开心事，但奇怪的
是，当天晚上妈妈搂着她哭了一
夜。这让小海英既害怕又懵懂，但
抵不住睡意，最后还是倒头睡去。

次日一早，妈妈煮了两碗鸡
蛋面，不过自己碗里的鸡蛋没吃，
也夹给小海英了。徐海英说，即使
现在她仍然记得，妈妈那个时候
对她很好，毫不嫌弃她这个残疾

孩子。
吃完早饭，妈妈把海英背到了

车站，母女二人又坐上汽车，来到了
一个陌生的地方。

接下来的场景分外残酷。到站
下车后，妈妈将她抱到车站长条凳
上坐着，说要去给她买个书包，马上
就回来。

自然，小海英再也没等到妈妈。
内心的恐惧、无助让她在车站里嚎
啕大哭。因为没有人帮忙，残疾的她
甚至无法从凳子上挪下来，只能坐
在原地拼命哭。

最终，有个好心人骑着三轮车，
将她送到了当时的常州儿童福利
院。直到这时，她才知道，这个陌生
的地方叫常州。

那是1978年的事情，至今，徐
海英已经在常州福利院生活了 37
年。虽然这里生活很好，但是被母亲
遗弃的创伤依然挥之不去。这些年
她从未交过男朋友，单身至今。

因为这是心中迈不过去的坎，
徐海英从没放弃过找到家人的希
望。她很想当面问一问父母：爸爸妈
妈，当年你们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

衷，才舍得抛弃亲生女儿？
今年，徐海英的一个朋友告诉

她，央视一套有个节目叫《等着我》，
专门帮人寻亲，建议她也去试试。大
概3个月前，徐海英通过网络联系
到了节目组，并于上周等到了回音。
她说，有了央视这个平台，爸爸妈妈
也许能看到自己。

高洁萍说，其实，福利院还有不
少院民都有寻亲梦，希望通过徐海
英的寻亲故事，让更多人来帮助他
们完成寻亲心愿。

'朱珕佳 朱雅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