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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大乐透开5注头奖
奖池9.42亿元！

10 月 14 日，体彩大
乐透第20101期开奖，本
期全国共开出5注基本投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均为
1000万元。周六开奖前，
大乐透奖池高达 9.42 亿
元，敬请关注。 苏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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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第2020101期）
红色球号码：10 17 24 25 28 30
蓝色球号码：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7注 8298609元
二等奖 109注 264796元
三等奖 884注 3000元
福彩“15选5”(第2020236期)
中奖号码：3 6 9 14 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65注 1191元
二等奖 4321注 10元
福彩3D(第2020236期)
中奖号码:1 3 6
奖等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每注金额
单选单选 12621262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00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12131213注注 173173元元

本期投注总额本期投注总额209209万元万元。。

福彩“刮刮乐”
10月14日江苏中奖注数109657

注，中奖金额2178822元。
体彩“7位数”（第20134期）
中奖号码：3 2 4 9 1 7 7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1注 5000000元
一等奖 1注 48596元
二等奖 65注 1495元

体彩“排列3”(第2023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2 88 44
奖等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直选 647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3081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023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2 88 44 66 66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41注 100000元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
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每天一种粥，每天不重样,好喝更健康 买两箱送价值198元电煮锅一台
30日膳食五谷杂粮粥，30种搭配，每天都有新味道

2箱订购，即送电煮锅1台，太实惠！

麦村长30日五谷杂粮粥，一箱30袋，
原价699元，现在全国健康惠民推广活动，
一箱30袋，只要只要168元！喝五谷杂粮
养生粥，每天不重样，保证纯天然、无防腐
剂、无香精色素。超实惠健康！现在成功
订购2箱，再免费赠送价值198元的多功
能电煮锅1台，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
紧拨打电话！

30款膳食粥，真材实料，全家都爱喝！

吕阿姨说，我们家原来挺爱喝粥的，但
我也就会熬个白米粥、红豆粥，喝一两次可
以，但是天天都这样，老的少的都不爱喝，
后来在电视上买了一种磨好的五谷杂粮，
说是五谷杂粮，但咱真吃不出来里面是啥

做的，冲出来黏糊糊的，一点都不好喝。现
在这麦村长30种五谷杂粮，货真价实，里
面是什么，一眼就能看得到，不作假，而且
家人再也不埋怨我手艺差了，30种杂粮
粥，每天换着样，大家都爱喝了，多喝五谷
杂粮粥，对身体好。

李叔叔说，麦村长 30日五谷杂粮粥
啊，真材实料，还是纯天然的五谷杂粮，太
实惠了，你想想，去外面粥铺，随便一碗都
得五六块钱，有的还要十来块呢，品种也没
那么多，最多也就三四种粥，天天喝真的会
喝腻的，现在有了麦村长，30种粥料都帮
咱配好的，每袋里面都十来种原料，太难得
了，30袋真不贵，还送了
一个电煮锅，太贴心了。
我这次一下买了10箱，够
我们家喝大半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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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20多个省市，层层筛
选，严把品质关，历经无数次熬
煮，最终确定科学配比组方:新疆
的大枣、苏州的芡实、宁夏的枸
杞、甘肃的苦荞、东北黑土地的大
米、内蒙古黑麦仁、四川通江的银
耳、湖南湘潭的莲子、还有焦作温
县的山药、云南绿豆，陕西黑米等
40多种纯天然的五谷杂粮，粗粮
细做，科学配比，搭配出共计30
种五谷杂粮粥。每一种都是独立
的包装，您想喝，随时都能拿出熬
粥，省时又省力。想喝的粥这里
有，你没喝过的养生粥这里也
有。每天一种不重样，营养均衡，
好喝又健康。

成功秘诀：
他靠勤奋和坚守
成为“顾两丝”

1丝，只有0.01毫米，相当于
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细。深海
载人潜水器有十几万个零部件，
组装起来最大的难度就是密封
性，精密度要求达到“丝”级。在
中国载人潜水器的组装中，钳工
顾秋亮能实现这个精密度。

长时间的工作中，除了使用
精密仪器，更多的是靠顾秋亮自
己，靠他的勤奋和坚守。即使在
摇晃的大海上，他纯手工打磨维
修的潜水器密封面平面度也能控
制在2丝以内。因此，顾秋亮被
大家敬称为“顾两丝”。

据介绍，在40多年的钳工生
涯中，顾秋亮凭借双手和智慧成
长为一位真正的“大国工匠”，参
与了包括蛟龙号7000米载人潜
水器在内的数十项机械加工和大

型项目的安装调试工作。“机会永
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勤动脑多动
手就是秘诀。不要说做到最好，
而是踏踏实实地在具体工作中做
到更好。”顾秋亮说。

记者注意到，讲座结束时，现
场学生自发起立，以热烈掌声向
顾老师表示敬意。“感觉收获很
大。”该校2020工业机器人班的
张德海说，顾老师这堂课给自己
鼓了劲，也指明了方向。钳工虽
然是个平凡普通的工种，但只要
热爱它，也能干到一定高度，获得
成功。

高难度教学：
锉刀来回锉
刀上装水瓶盖水不洒

“锯、锉、凿、钻、铰、铲、攻是
钳工的7项基本功。基本功扎实
了，复杂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就
算以后不干这一行，也会让你们

终身受益。”讲座一结束，顾秋亮
随即与该校智能制造专业的学
生上起了“实训课”。在实训室
工作台前，顾老师耐心地解说锉
磨技巧。“锉刀一定要运稳！”说
着，顾秋亮随手拿起旁边的一把
小锁放在锉刀上，来回锉磨，平
稳依旧，“你们可以用矿泉水瓶
盖，装三分之二的水，来回锉磨
练习，保证水不洒出来，就这样反
复练。”

“我的工作无差错，我的岗位
请放心。这两句话说出来容易，
能做到不简单。耐心、精心、尽
心，是我40多年职业生涯的心
得感悟，年轻人做事要肯下功
夫，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每道工序、每个细节、每个产品，
都要用自己的全部心思，肯下苦
功，勤动手多动脑。自己满意了
才能让别人满意，这是工匠精神
的重要点。”顾秋亮将这些话送
给了该校学生。

扬子晚报讯（记者 王赟）10月14日，南京
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新生开学典
礼暨入学第一课在随园校区大草坪举行，该院
355名2020级本科和研究生新生、学院领导及
教授代表出席了典礼，学院还特别邀请到了5
位战“疫”记者以及资深报人、创院元老鄢光让
教授来到典礼现场。

“这是有史以来新传院举办最迟的一场开
学典礼，这也是南师大草坪除金陵女子学院时
期以外首次举行开学典礼，”在这场特殊的开
学典礼上，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张晓锋教授给新生们上了第一课，他回顾了学
院发展的历史，并深情寄语全体2020级新生。

84岁高龄的老学者鄢光让教授是学院首届
领导班子成员、学院拓荒者，同时也是一位资深
老报人。对于新时代的新闻人，他认为“大学和
研究生阶段不可或缺的能力就是改变过去的思
维方式，建立开放性思维和逆向思维，同时，需
要立足当下的互联网时代，提升自身的动手能
力、互联网应用和表达能力。”

新闻离不开现场和一线，为了提升学生们
洞悉业界的能力，“第一课”还特别邀请到了5
位赴湖北一线进行战“疫”报道的优秀毕业院
友，他们分享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经历，给
予学弟学妹暖心鼓励与深情寄语。扬子晚报教
卫部副主任、新闻学专业2005届毕业生蔡蕴琦
2020年2月份作为新华报业传媒集团首批赴湖
北采访团成员随队前往黄石，在黄石抗疫一线
坚守32天，“我记得在南师时，老师上课告诉我
们，新闻是靠脚跑出来的，作为记者应该及时到
新闻的第一线。这次赴湖北一线采访，就是践
行新闻人的初心，不辜负老师的教导。”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开学典礼上，学院还精心
安排了“惊喜礼物”——为9月、10月过生日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新生们送上生日礼物和祝福，生日
礼物是每人出生那天的《人民日报》原版报纸。

“蛟龙号”首席钳工被请上高校讲台
“大国工匠”顾秋亮告诉5000多新生：靠勤奋和坚守磨出“丝”级精度

学校党委副书记倪永宏为顾秋亮（左）颁发校外辅导员聘书

14日，扬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校5000多名新生
上“入学第一课”。学校请
来的主讲老师身份不一
般，他是“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首席装配钳工技师、
全国首批“大国工匠”、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顾
秋亮。学校为啥请他来给
新生上“第一课”，这位“大
国工匠”现场和青年学子
分享了什么？

通讯员 赵方媛 楚楚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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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战疫”记者
给学弟学妹讲“初心”
南师大新传院开学典礼有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