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2021年2月9日 星期二
编辑：林昀 版面：朱慧琴
校对：纪冬

今日起，体彩开始春节
休市

今日起，体彩正式开
始春节休市（2月9日至2
月18日），休市期间，除即
开型彩票外，停止其他各
类彩票游戏的销售、开奖
和兑奖。2月19日恢复销
售，敬请留意。 苏彩

体彩·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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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1017期）
中奖号码：前区前区：：17 21 26 29 32后区后区：：02 07
奖等等 级别级别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基本基本 55注注 1000000010000000元元

追加追加 00注注 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基本基本 7575注注 221277221277元元

追加追加 2525注注 177021177021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212212注注 1000010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750750注注 30003000元元
体彩“排列3”（第21039期）
中奖号码：6 7 5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1354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2549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039期）
中奖号码：6 7 5 7 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77注 100000元
福彩“七乐彩”（第2021017期）
中奖号码：2 3 6 9 24 25 30
特别号码：2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5注 47867元
三等奖 191注 2506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683万元。
福彩“东方6+1”（第2021017期）
中奖号码：3 2 8 5 5 8+鸡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0注 0元
三等奖 3注 10000元

本期投注总额71万元，一等奖无人中，奖池
资金累计9528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福彩“15选5”（第2021039期）
中奖号码：1 9 10 14 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03注 2223元
二等奖 4562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66万元。
福彩3D（第2021039期）
中奖号码：7 4 6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868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2225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240万元。

福彩“快乐8”(第2021039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6 9 10 15 19 20
30 43 46 47 48 50 52 55
58 60 72 73 77 78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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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刮刮乐”
2021 年 2月 7日江苏中奖注数

173694注，中奖金额3531635元。

南通这座国际家纺园区，一头牵着世界，一头连着乡愁

异乡过年，他们依然忙不停
作为中国最大的家纺产品集散地，位于海门、通州交界处的

家纺产业园区，产品销往世界各地，集中了数十万名从业人员，
其中外地人就有20多万，他们在这里从事加工生产、电商交易、
物流运输等行业，成了南通“新市民”。新春将至，今年倡导就地
过年，这些留下的“新市民”在忙什么，他们怎么在异乡过年？春
节前夕，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探访家纺园区，感受就地过年的

“新气象”。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郭小川 朱亚运

过年发货不停，一顶顶蚊帐
卖到了非洲

“牛年的春节果然不一样，现在早
就都过腊八了，市场里依然车水马龙，
水泄不通……”2月1日，在家纺园区
管委会工作的赵永根拍了几张市场上
车流不息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并感慨
地说。的确，在家纺城做生意、打工的
外地人多，在往年，一到年关，大家纷
纷返乡过年，过了元宵节再回来，家纺
市场要有一个多月的冷清期。但今年，
许多外地人留守当地过年，市场自然就
热闹起来。不过，留下的人也闲不住，
许多店铺仍然正常营业，小的三轮代步
车，大的集装箱车依旧穿行于街头巷
尾，成了过年期间难得一见的“风景”。

沿着长长的街面，记者走进一家
店铺。一进门，年轻的老板正在把仓
库里的货搬出来，“下午有批货有网店
要来取”，让记者略有些诧异的是，这
是一家卖蚊帐的店铺，“冬天蚊帐能卖
得出去？”安徽老板刘苗苗给出了答
案，“我们的货还销往非洲呢，网上也
有售”，他指着一张硕大的蚊帐说，“这
款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卖得可好了，
前几天才刚发完最后一批货！”

刘苗苗今年30岁出头，在南通国
际家纺产业园区这里打拼十年，今年还
是第一次留在南通过年。从白手起家，
到如今拥有近200平方米的店铺，刘苗
苗已很是知足。去年的生意也比往年
好，留下过年让他对来年有着更多期
待，“正在规划的南通新机场，紧挨着
园区，等这座大机场建成了，家门口就

能发货到世界各地了！”刘苗苗说。

身在异乡，也要过个有滋有
味的“家乡年”

“妈，我在这里好着呢，放心让我
在这儿过年吧！”蹬着三轮代步车，挂
下和妈妈的视频电话，下一单任务便
弹了出来，21岁的江西宜春小伙王坤
径直走进眼前的网销店，拎起几袋四
件套敏捷地装上车，迅速结完账单，准
备赶往下一家。王坤是一名家纺电商
采购员，网店过年不停业，需要备足存
货，这两天他依旧挺忙活儿。“老板也
是外地人，陪着我们过年，听说还有过
年红包呢。”虽然是第一次在南通过
年，但王坤对这个特殊的春节还是充
满期待，“也想回家，但那么多人选择
留守，我也不给家人增加麻烦。”

“过年想家了”，是中国人亘古不
变的情感表白。同是在家纺园区做快
递的山东临沂汉子赵德存心直口快：

“说实话这个年，谁都不愿意在外面
过！”在家纺市场打拼多年，经营着一
家口碑不错的物流快递公司，租用上
千平方米的场地，拥有十多辆大中型
货车，在同行业眼里已是“小有成就”。

当看到国家倡导就地过年时，
“留！”，赵德存没有半点迟疑，一家老
小都留下了。和他一起留下的，还有
不少外地员工，“我把回家过年的利与
弊也跟员工们讲了，留下的有近一
半。”而这些员工留下，就意味着自己
要承担一笔不小的开销。

“自己亏也不能亏了工人啊，说出

去得让人笑话。”赵德存乐呵地笑了，
“与其一家人过，不如跟着员工们在公
司过！”他动员起全家人在公司过年。
赵德存按照山东风俗订了两头猪、一
头羊，酒也备好了，还为员工们置办了
年货，两箱苹果和一桶油，以及2000
元的红包，“虽然身在异乡，但要让员
工也品尝到在家乡过年的味道。”这是
赵德存朴实而单纯的愿望。

留守，是为了更加体面地回乡

在紧挨家纺市场的海门区三星镇
邮局里，贵州人黄喜妹要寄几件四件
套，在附近纺织厂上班的她，响应倡议
不回家，就想着给家里的老人、结婚的
亲戚送上几件“年货”。“我们亲手做出
来的家纺，既便宜，质量又好。”黄喜妹
说。邮局的负责人许新卫告诉记者，
留下过年的外乡人，不少会给家里寄
些年货，以家纺、衣服为主，另外偏远
山区的，还通过邮局汇款给老人。

寄出去的包裹里有浓浓的乡情，
也有沉甸甸的收获。验货、套袋、封

包、贴单……家在盐城的施国忠的物
流仓库里热火朝天，8个人的打包流水
线上一片忙碌。已是下午5时许，堆积
的快递包裹已经铺到了仓库门外。施
国忠告诉记者，刚有一车货运走，还要
再发两车，工人们估计得忙到7、8点。

“去年10月份以来，沙发套的销量越来
越好，现在销量已经翻倍了。”

虽然盐城和南通紧邻，但施国忠
还是决定留下，批量的订单已经排到
了年后，“现在留守在市场里打拼，是
为了事业更红火，更加体面地回到故
乡。”施国忠说。

做乳胶品类家纺的安徽六安籍老
板黄发全，今年是他在南通闯荡的第
18年，也是第一次在这里过年。“今年
过年约好了几家朋友一起，天南海北
的在南通一起过年还是蛮有意思的！”

“南通教育质量好，女儿和儿子都在这
里上学，所以我们留下来过年。”黄发
全说。他身边的朋友，也几乎都是外
地在南通打拼多年，选择今年留下过
年。“我也算半个南通人了，头一回过
年留在南通还挺新鲜的。”黄发全说。

2021南京各大医院春节门急诊安排来了(1)
江苏省人民医院

门诊：2月11日-17日（除夕-初六）
上午开设专家门诊，全天开设普通门诊；

2月20日（周六）正常门诊（周六排班）；
急诊：24小时开放
核酸检测门诊正常开放（上午

8:00-12:00，下午2：00-5:30）

南京鼓楼医院（本部）
门诊：2月11日（除夕）-13日（初

二）普通门诊上午半天开诊；2月 14
日-17日（初三-初六）全天开诊；2月
20日（周六）按周五专家门诊（含著名
专家门诊）排班表开诊。

特约门诊：2月11日-13日全天
休息；2月14日-17日上午开诊半天；
2月20日（周六）全天开诊。

南京鼓楼医院（北院）
生殖中心：2021年 2月 11日（除

夕）至2月13日（初二）上午半天普通门
诊开诊；2021年2月14日（初三）至2月
17日（初六）全天普通门诊和部分专家

门诊开诊；2月20日（周六）正常开诊；
生殖男科：2021年 2月 11日（除

夕）至2月13日（初二）上午半天普通
门诊开诊；2021年2月14日（初三）至
2月17日（初六）全天普通门诊开诊；2
月20日（周六）正常开诊。

南京鼓楼医院（江北院区）
门诊：2月11日（除夕）-13日（初

二）全天休息；
2月14日-15日（初三-初四）普通

门诊上午半天开诊；
2月16日-17日（初五-初六）普通

门诊、专家门诊全天开诊。
2021年春节期间，鼓楼医院本部

及江北分院急诊、发热门诊全天24小
时开诊。

江苏省中医院
2月11日-13日（除夕-初二）：呼

吸科、心内科、神经内科、感染科等科室
上午正常门诊；

门诊地点：急诊二楼（门诊2楼E区）；

挂号、交费地点：急诊收费处；中药
房、西药房正常开放；

检验检查按急诊流程办理；急诊
24小时值班。

2月14日-17日（初三-初六）：门
诊、医技及辅助科室正常开放；

2月18日（初七）起门诊恢复正常。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月 11日（除夕）-2月 14日（初

三）成人门诊上午开诊。
2月 15日（初四）-2月 17日（初

六）成人门诊全天开诊（含专家门诊）。
萨家湾院区儿童普通门诊、专家门

诊、高级专家门诊正常开诊，急诊、儿童
发热门诊全天24小时开诊；迈皋桥院
区儿科门诊正常开诊。

急诊全天24小时开诊，相关医技
部门正常开放。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月11日-13日（除夕-初二）：上

午开设半天门诊

2月14日-17日（初三-初六）：门
诊全天开诊，医技科室及门诊相关的辅
助科室全天开放

节日期间，中大医院本部发热门诊
每天24小时开诊，急诊24小时开放。

南京市第一医院（南院、河西院区、本
部）

门诊：2月11日-13日（除夕-初
二）：门诊全天停诊

2月14日-17日（初三-初六）：门
诊全天开诊

专家门诊：2月11日（除夕）-2月
17日（初六）全天停诊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月11日-13日（除夕-初二）全

天开设普通门诊
2月14日-17日（初三-初六）门

诊正常开放
2月20日（周六）门诊开诊，按周

六门诊排班
急诊24小时开放。

物流仓库里员工们忙碌地打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