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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1055期）
中奖号码：前区前区：：03 06 10 11 24 后区后区：：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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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注注 800000080000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基本基本 100100注注 156924156924元元

追加追加 6464注注 125539125539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220220注注 1000010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766766注注 30003000元元
体彩“排列3”（第21127期）
中奖号码：4 4 9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427注 1040元
组选3 951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127期）
中奖号码：4 4 9 4 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3注 100000元
福彩“七乐彩”（第2021055期）
中奖号码：4 6 7 10 11 27 30
特别号码：20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8注 106098元
二等奖 38注 3190元
三等奖 209注 116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427万元。
福彩“东方6+1”（第2021055期）
中奖号码：0 5 1 5 9 9+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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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10000元

本期投注总额54万元，一等奖无人中，奖池
资金累计9049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福彩“15选5”（第2021127期）
中奖号码：6 7 8 10 1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51注 3650元
二等奖 4368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55万元。
福彩3D（第2021127期）
中奖号码：6 0 6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2063注 1040元
组选3 4106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1D 557注 10元
2D 90注 104元

本期投注总额278万元。

福彩“快乐8”(第2021127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 5 7 11 14 15 16
20 23 24 25 30 33 46 51
62 64 65 69 73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刮刮乐”
2021年 5月 16日江苏中奖注数

182932注，中奖金额36844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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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大乐透
10亿大派奖火热进行中

超级大乐透本次派
送总金额达10亿元，是体
彩史上力度最强的派奖活
动。追加投注即可参与，
所有奖级都派奖，3元最
高可中3600万。感兴趣
的您，可至身边的体彩网
点咨询。

体彩·情报站

共三种口味，最快一分钟出餐

近日，记者来到黄墅“未来面
馆”，店内已聚集了一些前来吃面的
顾客。“共有葱油素面、红烧牛肉面、
金汤牛肉面三种口味，在机器上自主
选择口味后，扫码付款就可以了，”陈姐
向客人介绍说，她是店里唯一一名工作
人员，负责收拾客人使用过的碗筷。

记者看到，一套智能化无人制面
机正在有条不紊地工作中，和面、压
面、切面、煮面……机器的中间是一
块电子显示屏，左侧是面条制作机，
右侧是汤料、碗具的放置柜。通过屏
幕，顾客可以直观地看到三种不同口
味的菜品，葱油素面16元，红烧牛肉
面18元，金汤牛肉面20元。顾客选
中付款后，左侧的面条制作机便立即
开始制作。

“面条制作机先是将我们提前准
备的面粉进行和面，再通过压面机将
和好的面压成面饼，接下来切面机会
根据提前设置好的面条粗细值进行
切面。”据介绍，面条的粗细和分量都
是可以设置的，考虑到附近很多务工
的农民饭量比较大，现在一碗面的
分量已经由三两半增加到四两了。

记者看到，无人制面机在进行每
一个步骤时，相应的指示灯都会闪
烁。在经过和面、压面、切面和煮面
四个步骤后，机器便自动发出了取餐
的提示声。随着取面处的柜门打开，
一只盛有煮好面的碗已稳稳当当地
放置在传送带上。此时，右侧的机器
便会按照顾客的口味要求，倒入相应
的汤底和辅料。

陈姐告诉记者，第一碗面大概需
要4分钟可以制作出来，第二碗面就
只需要1分钟了。“每一单点的碗数越
多，制作的时间越短。一般连续做的
话，一碗面的制作时间前后不超过1
分钟。”

慕名前来“尝鲜”者不少

家住黄墅村的王女士是第二次
来吃面，第一次吃的是红烧牛肉面，
感觉面条非常劲道。“这次选择了金
汤牛肉面，汤汁十分鲜美，都喝完
了。”王女士举着空碗笑着说。

来自牛桥村的陈女士说：“我家
就住在黄墅村旁边，听说这里开了一
家智能面馆，就一直想来尝试一下。
今天和同事趁午餐时间，约着一起过

来品尝，三个人把三种味道都点了一
份。吃下来，感觉红烧牛肉面和方便
面的口味差不多，上面只有四颗牛肉
干，相对来说价格有些高。葱油素面
还是不错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金汤牛
肉面了，上面有很多肥牛卷。”

和两位朋友特地从苏州市区慕名
赶来“尝鲜”的张阿姨表示：“味道是
不错的，和我们常吃的苏式面不一
样。苏式面会有浇头，这个面是把辅
料和面直接放在一起，面条也比苏式
面更劲道一些，但是价格稍微有一些
贵了。”

在顾客吃完后，工作人员会立即
将桌面打扫干净，并将碗筷放进洗碗
池里。“虽说是无人智能面馆，但是每
天都会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店内负责
卫生。早上6点的时候，我们会将面
粉、汤料、碗具等等放进机器里，每个口
味的汤底和辅料都会准备25份，如果
某个口味点的比较多，系统便会自动发
出提示，我们就会及时进行补充。”

记者也购买了一份金汤牛肉面，
从选餐，到付款、制作、出餐，整个过程
大约等待了4分钟。虽然是机器自动
做面，但葱花小料一味未少，口味咸淡
适中，满满的肥牛卷盖在面条上，金黄

色的汤底散发出“香菇炖鸡”的香味。

每天卖出100碗左右

苏州黄墅文旅产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健表示，黄墅村从去年8月份
至今，增加了很多新的游乐项目，现
在游客们游玩的地方有了，但是却没
有能够坐下来吃饭的地方。

“我们想开一个既能减少人工成
本，又能让大家感到新奇的餐馆。考虑
到苏州人对于吃面特别讲究，就从网上
搜了一些资料，然后得知河南有一家公
司做无人智能面馆很好。”王健介绍说：

“4月初的时候到河南厂家实地考察，
试吃过后觉得，机器做出来的面条和苏
式面比起来更筋道一些，便立即和厂家
协商后将这个项目落地了。”

经过前期测试、调配，苏州首家
无人面馆于5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
王健介绍说：“顾客群体主要是附近
的居民和到黄墅村旅游的游客，每天
能卖出100碗左右。和人工制作比
起来，机器制作更加卫生和便捷。”除
了无人面馆外，黄墅村还开设了自助
售货机、自动棉花糖机、自动冰淇淋
机等智能设备。

最快一分钟出面！
记者探访苏州街头“智能面馆”
24小时营业的“未来面馆”，点单收银、面条制作都由机器完成

做好一碗面需要几分钟？最
近，苏州开了一家24小时营业

的无人智能面馆，最快1分钟就能做出
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扬子晚报记者探
访了解到，这家店位于苏州市吴中区临
湖镇黄墅村，名叫“未来面馆”，点单收
银、面条制作全是由机器完成。充满科
技感的制面过程，吸引了大量居民和游
客前来参观、试吃。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周晓青

实习生 梅方滢

便利店一天能卖200多支

最近雪糕卖得有多好？门东
罗森门店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近
日来，雪糕每天都要进货七八箱，
当天就能卖掉四五箱，大概两百多
根，这也保证了雪糕的新鲜日期。

冷饮批发店以可爱多、巧乐
兹、绿色心情等传统雪糕为主，建
邺区友谊街一家冷饮批发店老板
告诉记者，网红产品没有前几年受
欢迎，“现在人们都还是根据自己
的喜好来选择雪糕，跟风的网红产
品热潮基本已经过去了，因为每个
人的口味都不同，受欢迎的种类并
不确定。”

探访多个商超和便利店后，记
者发现2020年夏天“大火”的网红
雪糕东北铁锅炖、螃蟹肥了、葱爆
牛肉都难觅踪影。多个便利店的

冰柜里，雪糕品牌都以钟薛高、八
喜、可爱多、明治、梦龙、伊利等为
主，口味多为巧克力、牛奶、水果等
传统口味为主。

一支网红雪糕高达32元

网红雪糕口味虽没有以前“奇
怪”了，但价格一直“高高在上”。
盒马上，中街 1946一支 80g的比
利时大黑雪糕高达32元，透凉牛乳
雪糕24元/支。一盒3支装的钟薛
高牛奶巧克力口味雪糕售价54元，
一袋 65g重的和路雪奥利奥夹心
冰淇淋也要15元。

“以前觉得梦龙是雪糕‘天花
板’，一支要10元左右，现在10元
就是个网红雪糕的起步价，价格高
一点都快赶上哈根达斯冰淇淋
了。”90后徐女士表示，夏天会批发

雪糕回家，“传统雪糕为主，网红雪
糕会买几个尝尝。”

“0蔗糖”雪糕并非无糖

记者注意到，八喜有几款雪糕
号称“0蔗糖”，这是不是意味着无
糖？在其产品说明上，显示白砂糖
（蔗糖）在成品中的含量＜0.5g/
100g，其中，巧克力口味冰淇淋的
配料表中虽无蔗糖，但含果糖。果
糖温度越低，甜度越大，也就是口
感上越冷越甜。

消费者购买冷饮时，要看食品
是否有质量安全标志，看清保质期
和生产日期，注意包装是否存在外
漏情况。购买冷饮后，要立即食用
或尽快放入冰箱的冷冻柜，以免滋
生细菌。雪糕虽美味，不可贪多，
过量吃雪糕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网红雪糕也有“起步价”？
一支10元成常态，“好吃不胖”成热门，但最受欢迎的还是“传统雪糕”

“网红喜茶，零度企鹅雪糕到货啦！”
“两盒可爱多，10根大布丁打包。”进
入夏天，雪糕、饮品成了家庭必需品，

不少消费者成箱成箱地搬回家。记者探访发
现，随着低糖、低脂饮料的推出，也有了“0蔗
糖 好吃不怕胖”的雪糕。此外，网红雪糕越
来越高端，一支网红雪糕10元起步似乎成了
常态，更有贵价网红雪糕让不少网友直呼“堪
比哈根达斯”。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姜婧仪

实习生 贾鑫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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