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冬之后，早晚温差明显。一床暖和舒适的被子，可以陪伴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在寒冷的夜里，盖上一床又软
又暖的大豆蛋白冬被，美美地入眠，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用大豆蛋白纤维制作而成的冬被，有着柔软手感，

柔和光泽，棉的保暖性和良好的亲肤性等优良性能，还有明显的抑菌功能，被誉为“新世纪的健康舒适纤维”。

大豆蛋白冬被又暖又软，温暖整夜，舒适睡眠

广告

热心读者邱女士说，买给独居的母亲用的，特意选了
1.5米的小规格。这个大豆冬被质量真不错，填充比较均
匀，厚度正合适，边缘走线很整齐，被子非常柔软，轻盈，盖
着不压人，蓬松贴身，没有味道，刺绣精致。四角还有绑带
位置，装在被套里，不怕跑边。现在天气变冷，盖起来暖和
舒服，价格还不到商场的一半，实在太超值了！

■什么是大豆蛋白纤维被

顾名思义，大豆蛋白纤维被是用大豆蛋白纤维制成的
被子。大豆蛋白纤维属于再生植物蛋白纤维类，是以炸过
油的大豆豆粕为原料，利用生物工程技术，提取出豆粕中
的球蛋白，通过添加功能性助剂，与腈基等高聚物接枝、共

聚、共混制成一定浓度的蛋白质丝液，改变蛋白质空间结
构，经湿法纺丝而成。

■大豆蛋白纤维被有哪些优点

科学配比蓬松柔软：大豆纤维与聚酯纤维1:9实验科
学配比填充，被芯手感柔软、滑糯、轻，与皮肤有极好的贴
合力，且保暖性提升。

抑制细菌 健康保健：有银离子抗菌和远红外发热两
种功能，身体与被子进行热循环，升温速度快专为健康睡
眠而来大豆蛋白纤维被的清洗方法

■使用注意事项

不可洗涤，不可高温熨烫。

植物蛋白纤维，拥有羊绒般柔软手感、羽绒般保暖性，轻盈贴身，吸湿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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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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中7位数500万
今晚奖池1.04亿！

11月17日，体彩7位
数第20153期开奖，当期
无锡中出1注500万元特
等奖。今晚开奖前，7位
数奖池高达1.04亿元，敬
请关注。 苏彩

体彩·情报站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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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排列3”（第20269期）
中奖号码：6 9 3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284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584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0269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66 99 33 77 6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3838注注 100000元
福彩“七乐彩”（第2020117期）
中奖号码：9 11 16 20 26 28 29
特别号码：24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2注 82342元
三等奖 169注 1948元
福彩“15选5”（第2020270期）
中奖号码：1 2 3 5 9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80注 2292元
二等奖 6072注 10元
福彩3D（第2020270期）
中奖号码：3 6 9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单选单选 16311631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00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25052505注注 173173元元
福彩“东方6+1”（第2020117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8 4 5 5 4 9+狗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每注奖额
一等奖一等奖 00注注 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00注注 0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00注注 1000010000元元
福彩“刮刮乐”

20202020 年年 1111 月月 1717 日江苏中奖注数日江苏中奖注数
140613140613注注，，中奖金额中奖金额26228732622873元元。。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中心
开奖公告为准。）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0116期）
开奖结果：前区：08 10 12 16 22

后区：03 09
奖等 级别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基本 7注 6651639元
追加 2注 5321311元

二等奖 基本 73注 166572元
追加 26注 133257元

三等奖 320注 10000元
四等奖 778注 3000元

南京画家画南京画家画““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

福彩“快乐8”(第2020022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3 6 11 12 13 18
19 24 30 32 33 35 36 47
51 58 62 68 70 72

老画家程勉历时30年创作的版画

扬子晚报讯（记者 冯秋红）这是
一组撼人心魄的版画。夸张变形的线
条充满张力、黑白的木刻语言如泣如
诉、刀法的刚柔传递出情绪的变奏
……这便是进入版画教科书的组画
《血寰——南京大屠杀木刻系列组
画》。在第七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之
际，扬子晚报记者昨天拜访87岁高龄
的南京版画家程勉先生，获悉这组版
画将于明年3月在江苏省美术馆展出，
而整件作品的创作前后耗时整整30
年。

这是一组充满血泪和控诉的愤怒
的叙事版画。创作的源起，在于1982
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

“当时在我们国内激起了巨大的抗议
声”，程勉说，他随后查阅了1937年底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屠杀30万居民的
文字、图像和纪实影片等资料，构思了
很多很多的草图。从上百张草图中，程
勉慢慢淘汰，最后确定了14张。1985

年，组画尚未创作完，《美术》杂志便要
求发表。

14幅作品，一个个高度凝练、概括
的悲剧人物形象，向人世间发出“天
问”：《嚎》，一位母亲向苍穹的呐喊、控
诉、哭嚎；《长江水》，江面铺满尸体，沧
海横流，纳万千无辜亡魂；《重生》，从废
墟中站起来的父亲和孩子，挣扎求生
……“他们都是普通人，没有办法反抗
命运，但在惨遭杀戮之时，他们所发出
的不是恐惧和悲哀，而是愤怒、鄙视、挣
扎和反抗，我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痛苦
的力、悲壮的力，是求生之力、血性之
力”，程勉说，也正是这普通人身上蕴藉
的力，“催发了全民抗战之心，爆发为决
死的斗争，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与敌人
奋战到底，直至胜利”。2006年，他将一
套14张组画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也是一组影响深远、屡屡被各
类版画教材作为典范的作品。中国版

画界的元老李桦、古元等先生非常欣
赏《血寰》组画中所蕴含的“深沉雄大
的气魄”，认为绘画就应该这样反映人
类的命运。不过，他们认为《血寰》缺一
幅表现群体性屠杀场面的大画。

2011年，江苏省启动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程勉历经多年酝酿，
在版画家陈超的帮助下终于开始了大
画的创作——这幅高1.2米、长2.5米
的 主 体 性 画 作《 血 —— 公 元
1937.12.13》，像宽银幕一样的巨大画
面，拉开了悲剧的序幕，把人们引向血
雨腥风的往昔……这幅大画置于画面
的最中间，14幅小画拼接在四周，底板
是用丙烯颜料创作而成的血迹流淌的
中华门城墙。这样完整的大画，一共只
有两件：江苏省美术馆一件，中国美术
馆收藏一件。

前后算起来，从 1982 年开始创
作，到2012年正式完工，这组画整整
耗时30年。

3030年！一幅画！

今后南京高中生
留学前必上“行前一课”

“行前一课”，这是这群孩子上
的相当特别的一堂课——撞响和平
大钟、参观《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
祭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菊
花、手工制作“和平之花”紫金草、听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德寿爷爷讲述
83年前家族惨痛遭遇、听老师讲《勿
忘历史 砥砺前行》主题讲座……昨
日，来自南京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毕业班的28名高中生在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局
馆共建”后的首堂“行前一课”，这也
是他们人生中一堂特殊的历史课。

当天上午，南京市教育局与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合作共建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行
前一课”教育活动发布会也在纪念
馆报告厅举行。这是南京在思想政
治教育和国际和平教育方面的一次
特色创新。这意味着：今后南京普
通高中和职业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或国际课程班毕业生出国留学
前，都要先来纪念馆上“行前一课”，
接受爱国主义与和平学教育。

“‘行前一课’教育活动将被纳
入南京市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或国际课程班毕业班
年级的思想政治课课程体系，从下
学期开始全面启动”，南京市委教育
工委副书记贺承瑶在发布会上透
露，南京市教育局还将与南京大学
合作举办“平安留学”行前培训，并
在“局馆合作”、“校地合作”基础上
对接思想政治课
国家必修课程内
容，构建具有南京
地方特色的行前
教育课程。扬子
晚报/紫牛新闻记
者 张艳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