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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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情报站

体彩大乐透
开出3注一等奖
单注最高1713万

6月26日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第21072期，为国
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1.09
亿元。当期全国共开出3
注一等奖，1注1713万元
（含追加），2 注 951 万
元。目前，大乐透奖池为
6.27亿元，6月28日将迎
来第21073期开奖。

福彩“双色球”（第2021071期）
红色球号码：1 7 24 31 32 33
蓝色球号码：8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6注 7393944元
二等奖 75注 239394元
三等奖 1440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8440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1168期）
中奖号码：2 5 8 10 12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73注 1024元
二等奖 5041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54万元。
福彩3D（第2021168期）
中奖号码：6 4 5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726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2433注 173元
1D 158注 10元
2D 31注 104元

本期投注总额262万元。
体彩“7位数”（第21096期）
中奖号码：9 3 0 6 1 3 9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注 30524元
二等奖 28注 2180元

体彩“排列3”（第21168期）
中奖号码：9 4 6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1357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9359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168期）
中奖号码：9 4 6 1 2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5注 100000元
体彩“7星彩”（第21073期）
中奖号码：3 5 9 3 3 4+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5注 62235元
三等奖 67注 3000元

福彩“刮刮乐”
2021年6月26日江苏中奖注数

156444注，中奖金额29703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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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68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 4 6 11 12 16
22 25 27 33 38 39 47 48
49 56 60 69 71 74

55 88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MEI RI CAI XUN

《共产党员请回答》系列微
纪录片，由“第一支部”党建联盟
策划创意，江苏省委党史工办、
江苏省档案馆、扬子晚报联合制
作推出。扬子晚报集中了曾经
出品《红色丰碑》《九九为功》系
列微纪录片的报道团队，投入到
采访报道中，对融媒体产品进行
精心打磨制作，创新形式表现。

整个全媒体报道不仅有图
文报道、系列短视频微纪录片，
还将通过动画、H5、海报等多种
形式，讲好红色故事。比如，通
过扬眼画事MG动画，用三维动
画视频语言，制作《党史人物：王

荷波》100秒短视频，让更多年轻
网友以这种方式了解革命先烈
的英雄事迹。这些生动的传播
形式被网友纷纷点赞。

《共产党员请回答》进行多
渠道、全平台传播，目前已经在
扬子晚报网、紫牛新闻客户端、
扬眼客户端、微博微信和强国号
等平台全面上线。《共产党员请
回答》每一集中的激动人心的片
段，我们还将制作成适合新兴社
交媒体传播的小视频，精准投放
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一
步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
生动传播红色文化。

6月26日，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正式运行。
中心特别开设的融媒体体验室，占地200多平方米，提供5G条件下智能化、强互动、沉浸式、线上
线下结合的融媒体体验服务。6月26日起，融媒体体验室集中展示一批由中央和省级媒体精心
打造的献礼建党百年的短视频产品，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旗下扬子晚报出品的系列微纪录片《共产
党员请回答》名列其中。该纪录片由“第一支部”党建联盟策划创意，江苏省委党史工办、江苏省
档案馆、扬子晚报联合制作推出。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刘璞 薛蓓

提出时代“问卷”，接续百年奋斗
《共产党员请回答》面向中外记者展示共产党人宝贵精神品质

《共产党员请回答》系列微纪录片，用创新表达的形式挖掘
江苏大地上感动中国、留芳百年的红色故事，用历史观照现实，
用现实作答历史，激励广大党员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接续脚踏实地的历史担当和奋斗
伟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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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千八百多万粉丝的
扬子晚报官方微博，近日专门为
这组报道开设了“共产党员请回
答”话题，受到了网友们的认
可。扬子晚报官微首席编辑景
洁介绍，近年来，网上兴起“问题
式”话题，在微博，热搜话题也越
来越多出现问句模式的议题，因
为这种形式能够吸引更多网友
参与到互动中来。这种新兴传
播模式，将有助于更好地在新媒
体平台上传播好红色故事，激发
奋进动力。

无独有偶，《共产党员请回
答》系列微纪录片亮相公交车、
网约车的“创举”，也成功吸引到
了不少市民的关注。6月18日，

《品重立柱石 百车传“红”心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全媒体行动》在南京江北新
区红色广场正式启动。100多辆
南京公交车、网约车、共享单车
等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变身”流
动的党史学习教育平台。除了
直观欣赏《共产党员请回答》微
纪录片车身海报，市民乘车时，
还能随时扫码观看。

扬子晚报有关负责人表示，
采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
把红色资源作为生动教材，充分
利用好网络渠道，扬子晚报今年
将推出更多有深度、接地气、类
似《共产党员请回答》这样的融
媒传播优秀案例。

创新载体、丰富互动
让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

《共产党员请回答》微纪录片，通
过历史和现实的勾连，请党员“作
答”：怎样把崇敬和纪念化为继续奋
斗的力量？如何不辜负英雄先烈们
的奉献和牺牲，继续拼搏，勇往直前！

“《共产党员请回答》提出来的
问题，是每一位党员的初心之问，每
一位共产党员都必须向党述职，向
时代作答，坚定履行党员的使命担
当，坚守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坚决扛
起信仰的伟大旗帜。”参与“第一支
部”党建联盟的江苏省档案馆办公
室（政策研究室支部）书记、主任袁
光表示，《共产党员请回答》系列微
纪录片不是应景之作，而是有建设

性的融合传播产品，更是探索党建
工作的系列成果之一。它始终在用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
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
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充分体
现了党建与媒体业务深度融合的独
特性和时代性。

百年来无数党员的“接力”，让
历史走到了 2021 年这历史性的一
刻。“摄制组深入江苏各地，走访英
雄家乡和英雄后代，并专门邀请党
史专家点评、一线党员回答，我们力
争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致敬先
辈，启迪后人。”《共产党员请回答》
总导演陈太云说。

走向光辉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
交汇的关键节点，怎样交出让党和
人民都满意的答卷，是摆在每个党
员面前的重要课题。作为系列微纪
录片，《共产党员请回答》在主创之
初就立意为：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激扬
现实奋斗相结合——党在百年征程
中，不断回应时代需求、响应时代呼
唤，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奋
进。直面现实，树立强烈的问题意
识，帮助我们从容剖析时代课题，找
到新时代前行的精神路标。

“每集抛出一个问题，可以说是
这组微纪录片的最大亮点，而这个问

题又恰恰契合了这集关键人物身上
最耀眼的品质。”江苏省委党史工作
办公室主任邢光龙认为，系列微纪录
片和报道，对于用好用活红色资源、
服务党史学习教育有非常大的现实
意义，“微纪录片彰显了共产党人坚
定理想信念、恪守为民初心、勇于自
我革命的精神品质。”

据悉，第一集《品重柱石王荷波
——共产党员何以有“品”？》已在全
平台上线，展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
导人之一王荷波的感人事迹。即将
上线的第二集《视死如归高凤英
——信仰之灯如何拨亮？》则将为大
家讲述与“晋绥”刘胡兰齐名的“苏
中女英雄”高凤英的红色故事。

回望百年征程，我们应该铭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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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动画善用动画、、小视频等新小视频等新““语言语言””
精准投放在抖音精准投放在抖音、、视频号新平台视频号新平台

本报推出的系列微纪录片本报推出的系列微纪录片《《共产党共产党
员请回答员请回答》》北京梅地亚中心展示北京梅地亚中心展示

在南京的在南京的100100路等城市公交车上路等城市公交车上，，市民可扫描市民可扫描
二维码观看二维码观看《《共产党员请回答共产党员请回答》》微纪录片微纪录片

扫码观看微纪录片扫码观看微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