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
民
故
事

2020年10月17日/ 星期六/ 经济编辑部主编
责编 李卉/ 美编 陈日升/ 校对 谢志忠 A8

·福彩晚好彩晚

今日吉时：未时、申
时、酉时

今日吉数：11、25、32
今日吉肖：鼠、兔、蛇、

马、狗、猪 （小小苗）

张亮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毕竟听人家讲了半天彩票，加
之自己反正也爱买，去哪买不
是买啊，虽然对这种打着相亲
的幌子推销东西的行为很反
感，但还是答应了。

付款后，王艳的脸上明显
有了喜色，张亮却没了别的心
思，礼貌性地就要告别，没想
到王艳很直接地问道：“我觉
得你不错，你呢？”

张亮犹豫
了 一 下 ：“ 我
不 知 道 王 阿
姨 怎 么 给 你

介绍我的情况，她要是说我有
房有车，倒也没错，但是我现
在自主创业，房和车都做了抵
押。创业是否能够成功，我心
里也没有把握。我每次相亲
的最后都会把自己的真实情
况说一遍，一般就都没有回音
了。所以，你是不是再考虑一
下？”借着王艳愕然沉默的当
口，张亮快步走了。

回家后张亮拿出彩票，一
张张刮起来，刮着刮着，居然
在其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
写着：“你好！也许我在相亲
时介绍彩票，让你产生不悦，
很抱歉。但这就是我的工作，

有太多男士在相亲时希望我
以后能从事教师或其他相对
稳定的工作，我不能接受，因
为我热爱现在的工作。我希
望以后我的另一半，无论何时
何地都能支持我的工作和事
业。所以我真诚地向你展示
了我工作时的状态，谢谢你耐
心听完并购买了这包彩票。
往后余生，请多指教。”

张亮看完纸条，不由地微
笑起来，真是个有趣的女孩。
这时，王艳打来电话说道：“谢
谢你最后真诚的坦白，也许别
人会因为你的真诚而拒绝你，
可我不会。你不是让我再想
想吗，我已经想好了，你呢？”
张亮笑着说：“我也想好了。
往后余生，请多指教。”

（曹文学）

10月8日，双色球第2020098
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6、08、11、22、25、33，蓝球号码
为02。当期东莞有一位幸运彩
民，凭借一张10倍5注100元自选
票中得10注二等奖，奖金共计
1565330元，售出这张大奖彩票
的是东莞茶山镇南社式业区东
山路路口的44100648投注站。

10月 9日，大奖获得者吴先
生（化名）一大早就来到了东莞
福利彩票兑奖大厅，兑走了属于
他的幸运大奖156万多元。据了
解，吴先生今年五十多岁，买福
利彩票已经很多年了。吴先生
告诉记者，自己算得上是跟福利
彩票共同成长了：“刚开始买的
时候，每一期都会憧憬中大奖。
有了自己的事业之后，买福利彩
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能中一个
蓝球已经很开心了。现在更多
是冲着彩票下方的那行字‘为社
会福利事业贡献’而购彩。”

吴先生这次买的彩票是上
期自己选的号，这次因为太忙去
投注站，就拍个照片让投注站老

板帮忙“照打”一张。这次中奖
投注站老板比他还开心，开奖当
天晚上就兴奋地打电话通知他
中奖了，让他赶快过去拿票。

吴先生这次中的是二等奖，
和一等奖只差一个蓝球。当被
问及“差一个号错过10注一等奖
8000万元，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吴先生则表现得很豁达，他说：

“我平常能中个六等奖蓝球都已
经很开心，现在能中一个二等
奖，已经比我预期好太多了。”

对于奖金的使用，吴先生表
示，今年因为疫情原因公司的业
务有所减少，有些货款还没有结
清。虽然对方也理解，但拖着不
付不好。现在有了这笔奖金，会
考虑把该付的货款优先结清。

东莞可谓是最近广东双色球
的出奖旺地,从 7月 21日至9月
21日,东莞彩民在60天内5度摘
下双色球一等奖。其中在9月3
日,东莞彩民凭着一张552元胆
拖“4+24”自选票,共中出一等奖
1 注、三等奖 44 注、四等奖 231
注,奖金共计1017万多元。

晶晶今日吉字：

东莞彩民喜中双色球东莞彩民喜中双色球1010注二等奖注二等奖156156万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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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苗）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20 年 10 月 11 日珠海市润海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243,416 万元减少至 88,000 万元（即减少注册资本
155,416万元），现予以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彭小姐 电话：0756-3223620
电子邮箱：rhgw@cram.hk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九洲大道东 1346 号华润

银行大厦 19楼
珠海市润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0月 15日

公 告
我站于 2020年 10月 12日做出了粤

汕海警（城区）行罚决字〔2020〕2 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对 2020 年 4 月 12 日在
汕尾港内小岛附近海域查获的蓝色玻
璃钢高速摩托艇做出依法予以没收的
处罚决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已
于 2020年 10月 12日在汕尾海警局城区
工作站公告栏张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满 7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汕尾海警局城区工作站
2020年 10月 17日

减资公告
阳江市飞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1723MA51YK8AXH，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万
元人民币减至 5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我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本公司承诺对原注册资
本内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股东承担连
带 责 任 ，联 系 人 ：詹 永 泽 ，联 系 电 话 ：
18838985989，地址：阳江市阳东区东城
镇工业园一区四期厂房。

遗失声明
杨 龙 ，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802198811030854，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广东省司法厅

2018 年 4 月 3 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

业证号：14408201710812126，声明作废。

公 告
四川省红森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庭已受理祁帝华与你单位和四
川省红森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分公
司的劳动争议一案（东劳人仲院松山湖
庭收字 [2020]414 号），申请人请求裁决
你公司支付工伤待遇等款项。因无法
联系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以公告形式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
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庭定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15：00 在东莞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松山湖仲裁庭（地址：东莞松
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礼宾路市民
中心一楼，电话：0769-22892061）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庭
将依法缺席裁决。

本庭组成人员：仲裁员 张跃铭 ；
书记员 梁柏文。

特此公告。
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松山湖仲裁庭

2020年 10月 14日

公 告
东莞市友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本庭已受理共同申请人林小叶、张
治业、罗三英、张敏、张烁、张智与你单
位的劳动争议一案（东劳人仲院松山湖
庭收字 [2020]398 号），共同申请人请求
裁决确认张卫军与你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因无法联系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
二十条的规定，现以公告形式送达应诉
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庭
定于 2020年 10月 29日 15：00在东莞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松山湖仲裁庭（地
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礼
宾 路 市 民 中 心 一 楼 ，电 话 ：0769-
22892061）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本庭组成人员：仲裁员 刘惠强；
书记员 梁柏文。

特此公告。
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松山湖仲裁庭

2020年 10月 12日

遗失声明
夏 凡 遗 失 人 民 警 察 证 一 份 ，警 号 ：
600369，声明作废。

2020年 10月 17日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陈 丽 森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82197902080413）、胡惜梅（公民身
份号码 440582198609050084）：

本院受理原告陈艳华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0）粤 0513 民初
1470号]，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
据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 15 日内。本案定
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
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裁判。

特此公告。
2020年 10月 14日

道歉声明
本 人 李 远 清 、卢 东 梅 在（2019）粤

0105 刑初 1591 号案件中，经法院判决，
判定本人在生产、销售的“咽喉茶”内，
违法添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
的化学药品，触犯了刑法。本人已经深
刻认识到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严重侵害了消
费者的健康权等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现深感愧疚。本人认同并
接受法院的判决，积极改过，并向广大
市民致以诚挚的道歉。

遗失声明
广州辉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公
司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自编3-10A一楼 咨询咨询、、投诉热线投诉热线：020-87133122

上门广告服务代理：

本版信息由大众提供，请需者谨慎选择！

锦洪广告：020-87566523、13622244208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年10月16日 ●●●●●●●●●●

好彩1 第2020232期

投注总金额：521608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0232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599446元
中奖基本号码：20 11 33 06 12 07 特别号码：10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6

101

221

4952

0

0

17160

50500

22100

49520

中奖情况

2860

500

100

10

累计奖金7121959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类别

好彩2

好彩3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91574元
投注额（元）

37146

554428

中奖注数

451

674

单注奖金（元）

41

411

3D 第2020237期

本期投注总额：1851524；本期中奖总额：826156元
奖池资金余额：4562707元。

排列3排列5 第20236期

排列3 9 9 8

排列5 9 9 8 5 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19522658 995556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10738

8684

0

46

本省
中奖
注数

542

491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3306512

13158619.0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13521442.0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10 鸡 夏 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511232

8202

1356

818

46

15

5

5

6393

172

69

25

中奖号码 3 9 6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8

616

0

1045

54

15

0

4

0

0

0

21

39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9

640640

0

180785

540

1560

0

84

0

0

0

1806

741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7296694元
60864391.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第20101期

奖级
中奖
注数

单注奖金
（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2

22

48

2217

34756

1159123

1196168

5000000

46293

3000

500

30

5

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

应派奖金合计
（元）

10000000

1018446

144000

1108500

1042680

5795615

19109241

3 6 9 5 4 3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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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3世纪时，中
国的鞋子开始传入日本。而
在此之前，日本女性和男性
一样，光脚走路十分普遍。

直至公元12世纪至13世
纪，日本才有了日式草鞋、
木屐 （以麦秸、木头和兽皮
为 原 料 制 成） 和夹脚趾拖
鞋。在多雨、潮湿的地区，
妇女特别喜爱穿木屐，因为
不仅可充作雨鞋，而且既结
实耐穿又廉价方便。于是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木屐似乎
成为日本妇女的代名词。在
不少日本古诗中，脚蹬木屐
的女子常常被描绘得摇曳生
姿、风情万种。

不过，晚至明治维新初
期，日本官方明令禁止公众
赤脚出现在公共场合之前，
日本妇女 （尤其是少女） 光
脚上街并不稀奇。此后政府
部门又颁布了更为严厉的法
令，明文规定军人、警察、
铁路员工、邮递员等在执勤
时必须穿鞋，随后日本妇女
这才开始普遍穿上了鞋子。

1860 年，日本妇女首次
试穿上来自西方的皮鞋——
这些皮鞋是由一个77人组成
的日本民众代表团访问美国
旧金山后捎回日本的。此后，
善于仿效的日本商人很快开
办了日本第一家皮鞋工厂，专
门制造日本人所称的“西鞋”。
有趣的是，皮鞋刚刚传到日本
时，贵妇淑女们可并不欣赏，
纷纷抱怨皮鞋既笨重又粗糙，
害得她们娇嫩的脚掌被磨出
了一个个血泡……

今天，日本妇女日常穿的
各式鞋子人均达12.6双（不包
括旧鞋和不常穿的过时鞋），
仅次于法国妇女而名列发达
国家第二位。但据一家鞋厂
对东京和大阪六百余名 25-
37 岁年轻妇女所作的一项
调查，八成的接受调查者抱
怨，尽管自己拥有不少鞋子，
但大多并不合脚，有四分之一

的受访者还称因此而出现了
脚趾变形或炎症等脚病。

有鉴于此，一种奇特的
职业——选鞋员便在日本大
小鞋店应运而生，目前全国
已获取“资格证书”者已达
1500 人。选鞋员的工作是：
根据顾客脚的形状、尺码和
人的整体气质，帮助顾客挑
选最合适的鞋子，并为顾客
提供有关鞋子的咨询服务。
一个称职的选鞋员，应一看
顾客的脚便能迅速、准确推
算出鞋型和尺码。不过有时
为了给一名挑剔的顾客选购
好一双称心如意的鞋子，选
鞋员也可能耐心地耗上几个
小时。

日本鞋业研究所也早就
设立了选鞋员考评制度。一般
来说，要取得初级职称，须 3
年以上工龄，并熟练掌握有关
鞋子、脚和脚病的种种知识。
而高级职称的获得，则由从英
国和法国聘请来的专家任考
官的考试通过。考核方式分笔
试和实操两项，最后能通过的
还不到应试者的两成，可见难
度不小！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
毕业典礼上的日本女大学生
最为流行的装束是高档名牌
时装、裙裤和五颜六色的高
跟皮鞋。但近来日本年轻一
代又刮起了“回归传统”之
风，于是越来越多女大学生
在庄严的毕业典礼上竟然穿
上了和服和拖鞋！

此外，在日本的幼儿园
中，儿童们 （尤 其 是 女 童）
按照规定也纷纷穿起了草鞋
和木屐——刚刚穿时，不少
孩子脚掌疼得直哭，但不出
一星期，便人人都适应了，
而且试验证实：穿草鞋或木
屐者不易患感冒，不易染脚
气，不易成平足，也不易足
部疲劳……还有人不无幽默
地预言：木屐将再次成为日
本时髦女性钟爱的鞋子！

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很爱
吃螃蟹。退休之前，他给大儿
子欧阳发写信说：“安徽阜阳的
猪羊肉确实没有京城鲜嫩，但
是阜阳西湖所产的螃蟹可比京
城街市上出售的螃蟹强太多
了，而且价钱还很便宜，所以我
晚年一定要搬到阜阳去住。”

事实上，欧阳修晚年真的
在阜阳西湖岸边买了地皮，盖
了房子，喝酒吃蟹，悠游终日，
过上了让宋朝另一个大文学
家苏东坡都非常羡慕的神仙
生活。

苏东坡也是热爱吃蟹的典
型。东坡著有《老饕赋》，描述自
己最爱吃的几种美食：“尝项上
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
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
以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
之天美，以养吾之老饕。”

“项上之一脔”指的是猪脖

子后面那一小块最嫩的肉，“霜
前之两螯”指的是秋后螃蟹成熟
时那两只蟹螯，“樱珠之煎蜜”指
的是蜜饯樱桃，“杏酪之蒸羔”指
的是蒸羊羔，“蛤半熟以含酒”是
醉蛤蜊，“蟹微生而带糟”自然是
指醉蟹。这段赋里提到六道菜，
其中两道都跟螃蟹有关。

但最爱吃螃蟹的宋朝官员
既不是欧阳修，也不是苏东坡，
而是一位名叫钱昆的杭州官
员。钱昆是吴越国王钱鏐的子
孙，在宋朝文学史上名气不大，
却有一句话名垂青史——他考

中进士并通过吏部的诠选以后，
皇帝问他想去哪个地方做市长，
他说：“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
则可矣。”

通判近似于现在的副市长，
可是又比副市长的权力大得多，
市长想发布什么命令、判决什么
案件，必须经过通判的签署才能
通过，所以钱昆最想去没有通判
的地市当市长，这样就不用再受
别人的制约了。为什么他又要
求任职的地方必须有螃蟹呢？
当然是因为他爱吃螃蟹，离开螃
蟹就活不下去。

“叶文贵”这个名字，现在可
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起来了，
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三个
字几乎等同于现在的“马云”

“马化腾”。
叶文贵是温州苍南的一位

农民。三十多年前，当万元户成
为财富的代名词时，他已坐拥千
万元资产，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
响力。但他的财富却在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初突然“陨落”，这一
切源于他的理想——造车梦。

叶文贵还在东北当知青的
时候，就梦想要造出自己的汽
车。有了财富之后，他开始摒弃
一切俗务，淡出人们的视线，专
心实现他的造车梦。

1993年，他研制出中国首辆
混合动力小轿车，一次充电可以
行驶 200 公里，最高时速 80 公
里，而且汽车的95%以上配件来
自温州本地。为此，他先后投入
1500余万元，然而，因为意识超
前以及国家政策等原因，最终，
他所造的小轿车没能实现商品

化，导致梦想破灭。而叶文贵也
因造车散尽家财，重新成为苍南
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

虽然从当年的千万富翁回
归到普通人，叶文贵的理想还
在，他的儿子在大学读的便是汽
车制造专业。

在浙江，关于叶文贵的故事
现在已很少有人提及，即便有些
人还记得他，也不会欣赏他的梦
想。也许有人认为，在工业化进
程中，社会分工已极其细致，制
造汽车需要研发设计、基础制
造、经营销售等，草根创新的价
值已经不大了。

前几年，浙江还有一个农
民造出了一架飞机。他卸下摩
托车的发动机，用铝钢板当飞行
板，用报废的汽车座椅当飞机座
椅，制造出了一架“土飞机”，结
果在试飞时就一头栽了下来。
人倒没事，但让村民担心不已，
因为大家担心他可能还要试飞，
如果飞机掉在自家屋上，岂不是
倒了大霉。

如果到网络搜索引擎上打
入“农民制造土飞机”这几个字，
可以得到89万个条目。对于这
些农民造飞机事件，当年有关方
面的态度是明确的：不支持；如
果违反相关法律，必须处罚。

农民造飞机同样被科学家
嗤之以鼻。中国有位知名院士
就说，在 200 年前，“农民造飞
机”是值得鼓励的探索，但到了
今天，再重复这种探索，注定要
失败。

从经济利益上说，农民不论
造汽车还是造飞机，几乎是不可
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因为这方面
的技术早已成熟，不必由农民来
探究。但且慢，一边是有关方面
和科学界的全面否认，一边却是

人文圈的大力褒扬。许多人文
主义者为农民造汽车和造飞机
欢呼不已，他们认为这些农民是

“民间科学家”，预示着民间创新
力量。这个社会应该对这些可
爱的农民给予宽容，因为创新始
于理想，这些草根的创新欲望，
其实与整个社会的创新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

目前，科学人才和创新资源
高度集中在所谓的“精英层”，而
民间智慧往往被漠视而停留在
体制之外。其实，创新并不应该
仅仅是精英的创新而排斥草根
的创新。只有当这个社会时刻
关注民间科技创新，“英雄”不问
出处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真正
地称为创新型社会。

戈齐福在法国办了个心
灵戒勉中心，中心里有个老
头，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罪恶
的化身”。他急躁、肮脏、好
斗，从来不参与卫生打扫，也
从来不对他人施以帮助，没人
愿意与他交往。数月之后，老
头离开中心，去了巴黎。

戈齐福闻讯后便去追
赶，竭力说服老头不要离开，
但是老头去意已决，绝不肯
回头。最后戈齐福抛出了撒
手锏，提出只要老头回去，每
月给他提供高额的薪金。老
头听后，回心转意，跟着戈齐
福回去了。

人们见到这个可恨的老
头回来后，个个非常生气。当
听说老头还能每月拿到高额
薪金，而他们住在那里是要交
钱的，人们个个摩拳擦掌，大
有动武赶走老头的阵势。

戈齐福把大家召集起
来，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把
心中的怨气说了出来，戈齐
福听后哈哈大笑，然后说：

“这个人就是做面包的酵母，
我们中心如果没有他，你们
如何知道什么是愤怒，什么
是急躁，什么是忍耐，什么是
慈悲呢？这就是为什么你们
付我钱，而我又付他钱的原
因所在。”

没有对比，便谈不上痛
苦或快乐，没有强烈的对比，
便失去了心灵的震撼。

代 价
男孩和女孩在一起玩

耍。
男孩有一大堆弹珠，女

孩有一大把糖果。男孩跟女
孩说，他用所有的弹珠换她
所有的糖果，女孩同意了。

男孩把最大的和最漂亮
的弹珠藏了起来，然后把剩
下的给了女孩，女孩把所有
的糖果都给了男孩。

晚上，女孩安然睡去。
男孩怎么也睡不着，他

老想着女孩一定藏了糖果没
有给他。

□陆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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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清 编译

他是酵母

爱吃螃蟹的欧阳修 □李开周

农民叶文贵的

□
老
树

造车梦

日本女性人均
拥有多少双鞋？

□若 水

（外一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