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栏杆牛肉”是安徽省宿州市埇桥
区栏杆镇的特产。在这里家家户户都
有一个手艺——卤牛肉，逢节过年之
时用以招待亲朋好友，久而久之，当地
卤牛肉的美名便传出来了，外地人称
之为“栏杆牛肉”。

“栏杆牛肉”据说有 1000 多年的
历史。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量上市
以来，深得消费者的欢迎和喜爱，南宿
州北徐州尽知其名。而1998年以来，

“栏杆牛肉”还特别作为埇桥区的地方
特产多次参加全国农业博览会，深受
消费者的好评。

“栏杆牛肉”选用一至三岁的黄淮
平原上的黄牛为原料，经过宰、泡、搓、
洗、漂、卤、晾等工序，配以三十六味佐
料和名贵中药，最后通过一道特殊工
序使每一味都能渗透肉中。其科学的
配方、精细的制作，使产品口味醇正，

烂而不腻，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营
养丰富的美食。其易于消化，老少皆
宜的特点，是节日馈赠亲朋好友和平
日自食的美味佳品。

购买过的读者反映牛肉非常软
烂，美味鲜香，咸淡适中，牙口不好的
老人也爱吃，全家老小都很喜欢。价
格也经济实惠，已经多次复购。

去年一经推出便因口感软烂鲜香，
价格实惠公道而火爆热销、供不应求的
“刘老二”符离集烧鸡和“栏杆牛肉”应读
者的强烈要求，现在又开卖了，喜欢的读
者不要错过。

符离集烧鸡，安徽省特产，因原产于
符离镇而得名。是中华历史名肴，和德
州扒鸡、河南道口烧鸡、锦州沟帮子熏鸡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鸡”。正宗的符离集
烧鸡色佳味美，香气扑鼻，肉白嫩，肥而
不腻，肉烂脱骨，嚼骨而有余香。

符离镇因北有离山，南产符草而得
名。当地农家饲养的土麻鸡也都是离
山野鸡的后代。以这种土麻鸡作原料，
经过制作出的符离集烧鸡色佳味美，肥而
不腻，熟而不破。正是因为这种原材料，符
离集烧鸡才得以名扬天下。

宿州市符离集刘老二牌烧鸡工艺精
湛，原料挑选本地健壮花羽、黑爪土麻

鸡，经过选、宰、烫、洗、别、涮、炸、卤等十
五道工序，佐以十八种天然香辛料，传统
技艺，3小时文火煨炖，循环老汤慢卤而
成。五香浓郁，回味悠长。

烧鸡皮质金黄，香气浓郁，鸡肉软
烂,鲜香,醇厚，嚼骨齿有余香。高温杀
菌、真空包装，开袋即食，热食冷食皆可，
老少皆宜。

经典熟食，符离集烧鸡、栏杆牛肉，色鲜味美齿余芳

广告

“复兴号”撞上公交，是真的吗？
扬子晚报记者为您还原这场被戏称“可吹一辈子”的事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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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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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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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第2020111期）
红色球号码：6 9 17 22 24 26
蓝色球号码：1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3注 10000000元
二等奖 106注 365368元
三等奖 947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45947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0260期）
中奖号码：1 10 11 12 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39注 4973元
二等奖 3826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56万元。
福彩3D（第2020260期）
中奖号码：8 2 0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398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984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184万元。
体彩“7位数”（第20148期）
中奖号码：2 4 6 7 6 2 3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29注 3174元

体彩“排列3”（第20259期）
中奖号码：2 3 0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294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651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0259期）
中奖号码：2 3 0 0 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4注 100000元

福彩“刮刮乐”
2020年11月7日江苏中奖注数

130341注，中奖金额2426115元。

常州购彩者中得体彩
大乐透766万大奖

11月7日，体彩大乐
透第20111期全国共开出
4注一等奖，江苏常州购
彩者中得1注 766万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6.33亿元滚存至11月
9日开奖的第20112期。

苏缇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快乐8”(第2020012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 4 5 7 10 11
15 19 20 44 46 47 54 59
64 66 71 74 75 77

记者看到，这次事故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不少网友调侃：“这事公交
司机可以吹一辈子”“保险公司吗，我下面说的是真的，我的车被动车撞了”“领
导，我在马路上被复兴号撞了，真的，没有骗您”……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一开始还奇怪，为什么南京会有红色复兴号，是不是
外地的车路过？现在才明白：“原来南京也有复兴号！南京也产复兴号了！”

11月7日，一段“复兴号撞公交”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事故发生后，扬子晚报第一时
间对事件全貌进行了调查了解，还原了“被
撞”详细真相。截至昨晚9：14记者发稿时
止，扬子晚报官方微博“复兴号撞到公交车
真相”发布6小时，在微博热搜榜上的阅读量
已经达到1021.1万。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媛园

11月 7日晚，一段“复兴号
撞公交”的视频在网上流传，11
月8日上午，不少媒体对此事件
进行转发。从视频上看，一辆半
挂车上拉了一辆红色复兴号的车
头，现场复兴号车头脱离货车，撞
入公交车窗，窗户破碎，半挂车车
尾斜穿马路。有网友称，事故发
生在南京高新区柳洲北路和浦柳
路交叉口，由于运转车“横跨”马
路，一度造成该路段交通堵塞。
不少网友猜测公交司机是否酒
驾、甚至不少网友看了标题还以
为公交车开上了高铁轨道。那么
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昨天
上午联系了南京公交集团，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事发时公交车是正
常行驶，运载复兴号的半挂车全

责，所以半挂车方对公交进行了赔
付。20分钟后，双方撤离事故现
场。记者紧接着从南京六合公交
了解到，11月7日下午17点35分
左右，六合汽车一队503路一辆公
交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浦厂小区路
段，公交车停在最右侧车道等红灯
时，一辆装载动车头、约30米长的
半挂车利用中间直行道左拐，蹭到
公交车，公交车左边第二块侧玻璃
损坏。现场无人员伤亡。

记者将全部事实核实完后，
在紫牛新闻APP对事件全貌进
行了全网首发。扬子晚报官方微
博紧接着设置了“复兴号撞到公
交车真相”话题。8小时不到，话
题便登上热搜榜，阅读破千万。
紧接着扬子晚报微信也进行了推
送，6小时点击量3.8万。

记者了解到，转运的“复兴号”为
车头，车型为 CR300AF，即时速250
公里的复兴号。这一车型为什么会出
现在南京呢？不少网友推测，这或许
与12月初即将开行的连淮扬镇高铁
有关。连淮扬镇铁路全长约305.2公
里，全线共设16个站，全程设计行车
速度为250公里/小时。这也是江苏
首次开行时速250公里的“复兴号”动
车组列车。预计通车后，连云港到镇
江只需1个多小时，至南京将由目前
约7个半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至上
海也将由目前的11小时左右缩短到3
小时左右。

不过，记者了解到，这并不是将要
在连淮扬镇上跑的复兴号。即将在连
淮扬镇铁路上跑的复兴号来自中车唐
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是金色的复兴
号，型号是CR300BF。而这一辆车来
自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是红
色的复兴号，型号也不同。业内人士

称，这个车头有可能本来是要运往南
宁的。那么红色“复兴号”的背后，又
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其实，早在2017年10月25日，时
速250公里“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研
制工作正式启动，中车浦镇公司与四方
股份、长客股份等企业递交了时速250
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应征技术方案。
2019年7月30日，中车南京浦镇车辆公
司生产制造的时速250km/h复兴号动
车组抵达北京，准备着手开展实验工作。

2020年3月10日，浦镇公司获得
国家铁路局颁发的CR300AF型动车组
制造许可证，正式进入时速250公里“复
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制造领域。这标
志着浦镇公司将正式进入高铁动车组
国铁市场。原先，只有中车四方、唐车、
长客等几家公司生产高铁列车，南京浦
镇只生产地铁、普通列车等产品。但从
今年起，南京正式进入高铁动车组国铁
市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网友：南京也产高铁了，还是很自豪的

并不是将要在连淮扬镇上跑的复兴号

运载复兴号的半挂车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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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号”车头脱离货车，撞上公交

半挂车上拉了一辆“复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