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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晚好彩晚

8月17日，梅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迎来一位笑容满面的黄女士。她高
兴地跟工作人员说：“我是来兑奖的！”
说完她把一张蓝色票面的即开票递给
了工作人员，原来她中得了福彩刮刮乐

“5倍惊喜”的头奖，该彩票面值仅5元，
头奖奖金高达20万元。

刮中此次“5倍惊喜”头奖的黄女

士，虽然不到30岁，却也是一位老彩民，
购彩这些年来，一直怀着一颗公益心，想
着花几元就能收获希望还能做善事，觉
得十分有意义。所以，只要路过投注站，
都会进去买几张彩票支持福利事业。

8月16日下午，她一如往常经过梅
县天秀新苑A26栋109号44070237福
彩投注站，购买了多张5元面值的“5倍

惊喜”刮刮乐。“刮完后我怕自己眼花，
还找销售人员帮忙确认了，原来真的是
中了头奖，奖金20万，真的太高兴了。”

无独有偶，8月 4日，在梅江区西
阳 镇 龙 坑 村 跃 龙 小 区 C 栋 5 号
44070186 福彩投注站，也中出福彩
刮刮乐“点球大战”头奖，同样收获头
奖奖金20万元。（张爱丽 邓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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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陆凌风摸了15组号码，一次
奖都没中。“15组号码，每组2元，
你今天30元打水漂了。”

沐云看了眼陆凌风手中的小
方块，打了个哈欠，进屋睡觉了。

陆凌风是个固执的人，虽然颇
受打击，但心底对交好运中大奖的
渴望没有减一丝一毫。虽然已是夜
深，看着铁盒里的数字，他还是觉得
心里痒痒的，憋着劲想再试试。

直到天蒙蒙亮，闺女卧室的
灯亮，传来朗读的声音，陆凌风才
从小方块中抬起头来。听着闺女
清脆的朗读声，陆凌风心中一动：

“何不借闺女的压岁钱买彩票？”
谁知，闺女听了陆凌风的来意，一
脸慌张，说：“老爸，您千万别连累

我。上次我借钱给您买烟抽，老
妈罚我多做了两套试卷。”

陆凌风像泄了气的皮球，眼
神黯淡。闺女不忍心，说：“老妈
不给您钱买彩票，是觉得纯靠运
气太不靠谱，您不如先看些关于
彩票的书，多研究，让老妈觉得您
是在做事业、做投资，自然就会给
您钱买彩票了。”陆凌风眼睛一
亮，觉得闺女说的有道理，当天就
借了一堆关于彩票的书回来研
究。一个月后，沐云看到陆凌风
如此努力、如此执著，被打动了，
主动提出每个月给 60 元让陆凌
风买彩票。

一年后，陆凌风心想事成，彩
票中了二等奖，一家人喜气洋
洋。 （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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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又中出两个刮刮乐头奖

羊城晚报记者 张爱丽
通讯员 郭新庆 插图 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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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今日吉字：

8 月 18 日上午，广州市福彩举办
“购买双色球（快乐 8），汽车开回家”活
动第四期抽奖仪式，备受彩民关注的

“汽车+8万元现金”大奖花落白云区。
根据活动安排，第四期抽奖仪式

结束后，活动业已过半，第五至八期抽
奖仪式将分别在接下来四周内的每个
周三举行。彩民朋友仍可抓住剩余的
机会，参与最后四台汽车的角逐。

前四期带动筹集公益金4914万

据统计，7月 19日至 8月 15日即
第一至四期活动期间，全市共销售双
色球彩票 1.01 亿元、销售快乐 8彩票
0.43亿元，按照双色球和快乐8彩票的
资金分配比例，前四期活动共带动筹
集福彩公益金4914万元。筹集到的公
益金将按照规定比例上缴省、中央以
及用于全市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

第四期彩票有效抽奖范围为2021
年 8 月 9 日至 8 月 15 日（双 色 球 第
2021090 期至双色球第 2021092 期、快
乐 8 第 2021211 期至 2021217 期），当期
参与登记抽奖的有效票数为 376248
张。本期120个三等奖、15个二等奖和
1个一等奖从上述37万余张有效票中
抽取。经过28轮的抽取，并经广州市
公证处工作人员公证后，本期三至一等
奖先后出炉，其中一等奖“汽车+8万元
现金”由来自白云区石井红星工业路
292号3号铺44012271站的彩民中得。

快乐8彩票再中汽车奖

据悉，本期中得一等奖的彩票为
一张快乐8彩票，这也是继活动第一、

第二期之后，再有快乐 8彩民中汽车
大奖。抽奖结果出炉后，广州市福彩
中心工作人员联系了一等奖中奖彩民
王先生，他表示对中奖喜讯很是意
外：“我是第一次参加抽汽车的活动，
纯粹是凑热闹，没想到歪打正着中了
一等奖。”

据王先生介绍，他平时很少接触
彩票，是在福彩快乐8游戏上市后才有
了购买福彩的习惯，“因为快乐8玩法
有趣，返奖率也不错，很适合用来娱
乐。”“购买双色球（快乐 8），汽车开回
家”活动开始后，王先生在销售员的
推荐下，每期固定购买四五张快乐 8
彩票并登记参加了抽奖，他说：“活动
参与方式简单，动动手指就能登记抽
奖，听说还剩下四期呢，我肯定还会继
续参与的。”

第四期兑奖期截至本月24日

根据活动安排，第四期的一至三
等奖抽奖结果已在全市各福彩投注

站及广州福彩网（www.gzflcp.org.cn）
公布。本期中奖彩民须在 8 月 24 日
前凭中奖彩票原件及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到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越
秀 区 西 湖 路 99 号 1 楼 44011888 投 注
站办公窗口）办理兑奖手续，逾期未
办理者将视为自动弃奖。目前，活动
仍在进行中，第五期抽奖仪式将在 8
月 25 日上午举行，该期的有效抽奖
范 围 为 双 色 球 第 2021093 期 至
2021095 期，快乐 8 第 2021218 期至
2021224期。

目前，活动第一至三期的兑奖工
作已结束，前三期的3位一等奖汽车得
主均已现身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
续，然而仍有2位二等奖得主和17位
三等奖得主因彩票丢失或损坏等原因
而出现弃奖。广州福彩友情提醒：彩
票是兑奖的唯一凭证，彩民朋友在登
记完彩票信息后，一定要妥善保管好
彩票，并及时关注每期抽奖结果，避免
弃奖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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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与讲座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的虎头金
钩扣龙形玉佩是西汉时期的器物，
1983 年出土于广州南越王墓玉衣
头罩的右侧位置。

该器物由一条青玉雕刻的玉龙
和一个金质的虎头带钩组合而成，
龙形玉佩长 11.5 厘米，金钩长 5.9
厘米，整体通长 14.4 厘米，形成一
幅龙虎争斗的生动图景。动物交缠
搏斗是匈奴文化的常见母题。南越
王墓主棺室中随葬的带钩，材质包
括金、银、铜、玉等，纹饰均以龙、虎
为主题，这些只有南越王本人才能
佩带，是南越王崇高地位的象征。

玉龙长体弯曲成 S 形，回首张
口，衔住背鳍，尾巴回卷，下半端折
断，断口两边各钻有3个小圆孔，应
以线绳连缀。金带钩是铸成的，器
表打磨光洁，钩尾和钩首都作虎头
形。钩尾的虎头双眉上扬，额顶铸
出一个汉字的“王”字，非常形象。
虎口形成的套銎，刚好套住玉龙的
折断处。钩腹有一圆钮，显然是龙
形玉佩下半断裂后，特意制作了一
虎头金钩与之相配，使玉佩改变功
能成为带钩。

带钩是古人束缚衣带用的挂
钩，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广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陈
馨介绍，带钩发展到春秋战国时达
到鼎盛，汉代则有“满堂之坐，视钩
各异”的用钩盛况。这件虎头金钩
扣龙形玉佩因玉器断裂，龙、虎这
两种神灵动物才有机会得以巧妙地
用不同材料组合形成一件器物，掩
饰修补痕迹于无形，反映了工匠富
有创意的构思。这件器物整体气韵
生动，雕琢精细，是汉代玉带钩中
的经典之作。

镇馆之宝

国画研究会成立之初，中国文
化进一步探索从古典向现代的转
型，新的文艺思潮席卷中国大地。

在美术界，曾形成两种相互对
立的观点。一部分中国画家接受
了西方文化，认为传统中国画已不能
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如当时中国美术
界的著名画家和教育家徐悲鸿、刘海
粟、林风眠以及岭南画派的主要创始
人高剑父，主张借鉴西方美术的科学
精神和写实经验来改造中国画。

同时，另一批著名画家如齐白
石、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以及国
画研究会成员赵浩公、潘致中、温其
球、黄般若等，则从中西艺术不同的
审美特征和发展规律出发，坚持维护
中国画传统的审美标准和形式体系，
主张从传统内部去寻求艺术变革的
途径，坚持走借古开今的道路。

国画研究会成员潘致中曾用
过一枚“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闲
章。这正是该会成员重振传统中

国画的理想写照。国画研究会诸
人曾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但
艺博院院方专家表示，这显然出于
误解。当初他们组建国画研究会
的出发点，就是认为传统中国画

“日就衰微”，必须“急起而振之”。
再者，他们的取法对象并不乏马
远、石涛、华嵒等革新派画家，故而
笼统以“保守”论之无疑有失偏颇。

院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展览旨
在通过对当年特定时空范围内中

国画状态的研究，全面反映与此相
关的人物、作品、艺术特质、艺术主
张和艺术思潮，尤其是精研传统画
学的艺术家对构建现代中国画所
做的贡献。希望通过对这些传统
文化守护者的作品的解读，观众能
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百年中国画艺
术的发展历程，更全面地了解 20
世纪前半叶广东美术的本来面
貌，更深刻地领会中国传统艺术博
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朱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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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李偲毓 图/主办方提供

今年是近代著名艺术团体“国画研究会”成立95周年。8月 16日，《返本
开新——国画研究会艺术回顾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拉开帷幕。本次展览汇
聚粤港澳国画研究会作品重要收藏机构的藏品，集中展示来自广州艺术博物
院、广东省博物馆、香港艺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多方收
藏，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虎头金钩扣
龙形玉佩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黄巧好
图/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提供

国画研究会艺术回顾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拉开帷幕

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画百年历程记者手记

院方专家指出，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国画研
究会成员为振兴中国画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源自
他们心中坚守传统的坚定信念。虽然他们对前人的
临仿大都已达到形神兼备的地步，但一空依傍、独立
挥运之作也不在少数。当年广东画坛百花齐放，繁
荣昌盛，与北京、上海画坛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本次展览规模宏大，共启用了广州艺术博物院3
个展馆，面积达1500平方米，展线达330米，参展的
国画研究会会员共 59人，展出作品约 240 件，提供
展品的收藏机构有 5所，是近年来所举办的国画研
究会作品展中参展会员最多、展出作品最多、提供展
品的收藏机构最多的一次。

在陈列设计方面，本次展览以岭南地域文化为
切入点，同时还搭建了可供观众作沉浸式体验的辅
助陈列区及观展体验区。辅助陈列区的陈列内容主
要有国画研究会会员名单、参展画家简介、国画研究
会大事记、相关出版物等文献资料和历史图片。

本次展览预计至10月结束。展览结束后，将选
取该展览中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藏品送往北京画院美
术馆举办巡展。广州艺术博物院院方表示，北京画
院第一任院长叶恭绰既是广东的国画研究会成员，
又与北京书画界结有广泛的翰墨之缘，这也是京穗
两院之间的一种缘分。

规模宏大：
感受当年广东画坛的百花齐放

国画研究会是 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广州及周
边地区规模庞大的传统画家集群，也是当时中国重
要的美术团体之一，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占据一
席之地。该会以复兴民族艺术为宗旨，致力于对传
统中国画的研究、继承和弘扬。其成员主要有赵浩
公、潘致中、温其球、姚粟若、卢振寰、李凤公、黄少
梅、黄君璧、黄般若、李瑶屏、邓芬、卢子枢、罗卓、潘
达微、容祖椿、李研山等，甚至还包括外地某些著名
画家，例如黄宾虹。

该会成员大都怀着重振传统中国画的理想，努
力捍卫受西方绘画严重冲击的中国画的生存空间，
维护中国画的纯正性，重建中国画的新秩序，走出了
一条借古开今的变革之路。如今，中国画的传承与
创新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因此，对国画研究会
的研究和展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展览第一部分题为“画兴有道”，展出国画研究
会成员独立完成的作品，呈现他们的个人风格与成
就。这些作品数量甚多且质量上乘，但相对于当年
规模庞大的创作群体而言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第二
部分题为“璧合无间”，展出国画研究会成员的合作
作品，让观众深入了解他们的艺术交流方式及相互
之间的影响。他们的合作对象除了会内同人，还包
括会外人士，甚至不同阵营的岭南画派画家。

现实意义：
中国画的传承与创新仍是重要议题

黄般若 卢振寰 《竹石鸡雀图》

罗
卓

赵
浩
公
《
群
猴
饮
水
图
》

▲温其球
《梅石双雉图》

容
祖
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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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222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373012元
中奖基本号码：20 28 27 13 18 09 特别号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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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95

95

3047

0

19060

9530

47500

9500

30470

中奖情况

4765

1906

500

100

10

累计奖金134931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类别

好彩2

好彩3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66634元
投注额（元）

35230

531404

中奖注数

472

1017

单注奖金（元）

37

261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8月20日 ●●●●●●●●●●
好彩1 第2021222期

投注总金额：462856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24 猪 秋 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49450

9866

2600

940

46

15

5

5

8156

893

415

42

3D 第2021222期

本期投注总额：2302224元；本期中奖总额：905214元；
奖池资金余额：6962604元。

中奖号码 3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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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96

0

1001

64

55

0

18

0

0

2

1
11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5

723840

0

173173

640

5720

0

378

0

0

1212

86
165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5141108元
227026620.4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0月1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第21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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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4

19

1134

20056

679585

700829

5000000

22633

3000

500

30

5

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

应派奖金合计
（元）

5000000

769522

57000

567000

601680

3397925

10393127

6 0 5 5 9 3 + 13

14354649.1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64932003.5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0月1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222期

排列3 0 2 8

排列5 0 2 8 2 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31321382 1528358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省
中奖
注数

排
列
3

排列5 15775270 55 100000

直选
组选3
组选6
直选赠票奖

组选3赠票奖

组选6赠票奖

1040
346
173
160
54
37

296
0

977
8
0
72

6260
0

25271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