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广告价格:
正文：3元/字；1.5元/数字、字母；
标点符号免费；加框：30元/次；照
片：70元/张/次（1.6CM*2CM）；段
首大字：5元/字。

○开户许可证○身份证遗失○代码证遗失
○就业证遗失○学生证遗失○营业执照
○税票税务证○企业公告○寻人寻物○其它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便民服务受理点：

户部街33号天之都大厦2922室
电话：84463289
新街口华侨路华夏大厦1008室
电话：15951803813

中山门大街699号马群花园城
电话：13813874450

六合区电话：13770889941
高淳区电话：18851706055
江宁区电话：18913398444
溧水区电话：17715255635

扫码自助登报

公告信息

※ 公 告 ※
减资公告：杰诺瑞管理服务
（ 南 京 ） 有 限 公 司
91320118MA1XKE8580, 经
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200
万元减至51万元，特此公告。
公告本单位由于：企业注销，
所承接的工程项目竣工验收
备案期满一年。企业决定退
出南京建筑市场，拟申请全额
退还民工工资保障金。根据
有关规定，本公司民工工资债
权人在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
天内清算债务。否则，本公司
视为清算结束。特此公告。
航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 2021 年 4 月 14 日股东
会决议，江苏创亿国能煤炭
贸易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5800万元减至2320万元，
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江
苏创亿国能煤炭贸易有限公
司 2021年4月16日
减资公告：根据2021年04月
14 日股东会决议南京老庄
山花卉园艺有限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800万元减至12万
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澄清声明 近年，江苏聿铭建
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简称“聿铭公司”）在南京市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业务开
展过程中，我司认可：“聿铭
公司”的管理规定及措施是
为了保证招标代理（造价咨
询）的高水平服务质量，坚决
支持“聿铭公司”的有力举
措，服从其管理规定。 单位
名称：南京云旭建设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 时 间：二
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南通晟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4月6
日股东（大）会决议，南通晟
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拟将注
册 资 本 从 7000 万 元 减 至
180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
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南通晟业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13日
公告 现对 江苏幸福蓝海影
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盱眙分
公司 开发（承建）的幸福蓝
海国际影城盱眙雨润中央广
场店装修工程 项目进行无
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及
在盱眙无其他在建工程情况
公示，如有拖欠及其他在建
工程问题请拨打投拆电话：
0517-88267997，若未收到欠
薪投诉，公示期满后向申请
单位全额退还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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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为了保障国民
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
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不仅重视发
展水电建设，更遵循因地制宜的原
则，有计划地进行水力资源开发等工
程。钱松喦先生的作品《深山水电能
源多》就是以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
水电建设为主题进行的创作。

为了践行“搜尽奇峰打草稿”的
创作宗旨，钱松喦先生在1960年与
画友们开始了“两万三千里”的旅行
写生。此件作品完成于1961年，正
是他参加“两万三千里”写生活动之
后的一年。

通过在传统画法基础上的创新，
画面传达出一种浓郁清新的艺术风
格。在画面的整体气势上，画家以古
拙之“颤笔”绘出典型的“虫蚀木”“锥
划沙”线条，表现出安徽溪谷之间水

气淋漓、山林青葱的特色景致。钱松
喦先生作画虽以“师古人”为基根，但
更注重对现实事物观察和揣摩。画
面中的黄山松、云、水，无不透露出来
自写生的感发之情，其绘画艺术有着
浓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深情的韵
味。 李星/文

最近有两部都市教
育题材剧先后开播，“小
系列”第三部《小舍得》，聚
焦小升初，以及聚焦幼升
小的《陪你一起长大》。还
有一部《学区房》刚官宣年
内播。“鸡娃”、“成才焦虑”
等教育话题在社交平台
再迎一波热议。另一方

面，都市教育剧倾向于在剧情线上“加
料”，教育之外，还涉及全职妈妈、二胎
家庭、职场歧视、原生家庭问题等等社
会话题，有些为热搜而热搜的意味。

教育题材剧不好拍，常被诟病“贩
卖焦虑”。目前来看，《小舍得》《陪你一
起长大》确实看得人不够“舒心”。从

《小舍得》播出的8集来看，以蒋欣为代
表的“鸡娃派”，家中挂满了孩子的奖
状，学习成绩就是一切，言必出“人往高
处走水往低处流，学习千万不能放松”
等教育理念。看剧情走向，在看到女儿
45 分的摸底考试卷时，“快乐教育派”
的宋佳坐不住了，说出了那句很多家长
都熟悉的话“我不能再接受我的孩子比
别人差”，也开始考察奥数班等培训机
构，大有“内卷”之势，被迫裹挟着不断

“异化”。不知道后期剧情如何实现
“舍”与“得”。而《陪你一起长大》则是
从幼儿园就开始“鸡娃”，全职贵妇林芸
芸的老公要求女儿的成绩“只许第一，
不许第二”。观众由此学到了很多新网
络用词，比如，学体育、艺术的“鸡娃”方

式叫“素鸡”，学应试教育课程的叫“荤
鸡”，成功的孩子叫“牛蛙”，天赋强的孩
子叫“天牛”……有观众直言，谁愿意辛
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之后还来看“焦虑”。

也许是为了避免将教育话题拍得
雷同和套路，教育题材剧也在拓展故事
的维度和厚度，但有些过于面面俱到甚
至“狗血”。《陪你一起长大》里设置了四
个家庭，包括都市白领家庭、虎爸和全
职妈妈组合、二婚重组家庭以及离异家
庭。想认真讲好这四组家庭的故事，就
已经很不容易了，剧情中延伸出全职妈
妈、外地务工人员生存、学区房和直播
等社会话题，但只能蜻蜓点水，隔靴挠
痒，处处单薄。同样的，《小舍得》也有
类似的表达困境，在教育之外，想要展
现的内容包括了再婚家庭、原生家庭、
阶层差异、夫妻关系、中年危机等，能不
能每一步都踩在观众的痛点上而收获
共鸣，还有待后续剧情进展。

这些年，教育题材剧总能收获高度
关注，电视剧抛出的共性难题很容易引
起共鸣。但如果为了上热搜而添加一些
狗血情节也会让观众尴尬。比如《小舍
得》中的外婆为了帮助外孙上课外培训
班，跑去培训班一哭二闹三上吊，抱着老
师的腿撒泼，这一场景看得人瞠目结
舌。现实主义题材剧应抛出问题给观众
带去普遍共情和启发，给观众的焦虑找
一个出口，而不是让观众看个吵闹，或
许，剧作方也应有所“舍”才能有所

“得”。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鸡娃”之外
都市教育剧也应有所“舍得”

4 月 6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21036期开奖，当期开出红球号码为：01、
02、06、11、21、26，蓝球号码为：11。苏州彩
民郝先生凭借一张“7+1”复式票，喜中1注二
等奖18.5万元，该奖出自新区通安镇华通花园
四区北门的32051229站点。近日，郝先生来
到市福彩中心领取了这笔奖金。

据悉，郝先生是双色球“复式迷”，平时经
常来到这家福彩站点购买双色球彩票。中奖

当日，他又来到该站点，拿出过往票让销售员
照打一张。没想到就是这注小小的复式彩票
让郝先生收获了这期的双色球二等奖。谈及
这次中奖经历，郝先生表示，他最初接触双色
球时，一直采用单式投注，可投注时间久了，发
现很多期开奖号码即便被自己选中，由于不在
同一注号码中也成就不了一注大奖。于是，郝
先生开始采取复式投注双色球，终于让他收获
了大奖。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3D”游戏的支持，
增强游戏趣味性，激发游戏活力，省福彩
中心自2021年3月12日起，开展“3D”游
戏800万元促销活动。连日来，江苏彩民
收获连连。

76岁丹徒忠粉3D喜中奖

3月31日，镇江市丹徒区一位76岁福
彩忠粉在32110320站点喜获18400元。

据了解，这位彩民多年来一直喜欢购
买3D，每期必买。正值3D促销活动期
间，单选中奖后每注送价值160元物品一
份；组选三中奖后每注送价值54元物品
一份；组选六中奖后每注送价值27元物
品一份。当日，这位彩民自认为灵感特
好，单选、组选及复式并倍投购买，一共花
了196元，共中奖18400元。由于彩民没
有微信、没有支付宝，站主第二天特地去
银行取来现金兑奖给这位忠粉，拿着这么
多现金，老彩民说：“数钱的感觉真好！”

东台彩民精准倍投拿下2.4万元

3月 27日，东台市一位幸运彩民在

32090989号福彩站点购买“3D”游戏时，
瞄准“9、5、4”这组号码，投注20倍，喜中
第2021076期福彩“3D”游戏一等奖，加
上正在开展的“3D”游戏800万元派奖活
动，累计收获2.4万元的丰厚奖金。

买“3D”游戏能中大奖的大多都是技
术型彩民，精通选号技巧，遇到有把握的
号码就会多投入。据32090989号站点销
售员杨晶介绍，这位中奖彩民隔三差五地
来一次，每次到站点后看看走势图，只选
一注直选，根据感觉，进行倍投。3月27
日这天，这位彩民来到站点看了一会儿走
势图，让销售员打“9、5、4”这组3D号码，
并对销售员说：“今天感觉不错，这注号码
估计要出奖，投20倍。”结果，开奖号码出
来后，不出意料地中奖了，加上“3D”派奖
活动的奖金，累计获得2.4万元大奖。

当中奖彩民来兑奖时，销售员笑着
说：“真后悔，早知道，我也跟着你一起买，
也能中个大奖。”

南京彩民倍投3D中奖9万多

近日，南京一彩民购买福彩3D，“只”

中9万多元，心中十分懊悔，发生了什么？
杨先生是80后的彩民，每天下班顺

路都要买几注彩票。由于福彩3D每天开
奖，就成了杨先生每天必买的彩票。前两
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杨先生照常进销售点
购彩，一摸口袋，才发现手机落单位里
了。翻了翻身上，只找出应急备用的几百
元现金。

经过仔细筛选杨先生选定了两组号
码，倍投之后花掉了身上所有的现金，因
为他十分看好今天所选号码。果然杨先
生的坚持没有被辜负，共收获奖金9万3
千多元。中了奖的杨先生有些懊恼，“我
就觉得今天的号码好，能中，要是手机在
身上就好了，还能多中点。”

【福彩友情提醒】

寓募于乐，多人少买，量力而行，理性
投注。3D促销活动正火热进行中，截至4
月30日第2021110期。目前3D还开通了
1D、2D两种新投注方式，200万元的加奖
也正在进行中。快来福彩销售点一起玩

“3D”！一起嗨皮！

连云港彩民喜中
刮刮乐“唱响幸运”25万元

4月 9日下午，连云港市连
云区32070408站点传来喜讯，
一名幸运购彩者中得“唱响幸
运”头奖25万元！

据了解，中奖者张先生是位
资深彩民，最爱的福彩玩法就是
刮刮乐，隔三差五便会去附近的
福彩投注站刮上几张试试手
气。中奖当天，张先生先买了几
张“六福喜事”，感觉还不过瘾，
又在站主的推荐下，被“唱响幸
运”吸引。“我是刮刮乐的忠实粉
丝，每次来都会刮上一些，即
开即兑，很有意思。”回忆起
当时购彩的情景，张先生继
续 说 ，“ 当 天 刮 完‘ 六 福 喜
事’，觉得‘唱响幸运’票面设计
也很精美，便买了一本尝尝
鲜。这张大奖彩票是倒数第三
张，前面连续 10 张没有出奖，
当时也有点灰心，刮到后来还
剩几张了，就想着刮完算了，没
想到中了个一等奖。”话语间难
掩激动的心情。

中奖后，张先生表示，自己
平时玩刮刮乐也会中点小奖，最
高中过500元，没想到这次冲刺
了个一等奖，同时也要感谢站主
的推荐。

福彩专版

扬子彩经扬子彩经

苏州彩民复式投注双色球
喜中二等奖18.5万元

江苏福彩“3D”游戏让你嗨皮

赏美术经典，学百年党史——江苏省美术馆典藏精品赏析

钱松喦《深山水电能源多》：
水电建设也能清新入画

钱松喦《深山水电能源多》
56cm×41cm 国画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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