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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电话来了 ，说没赶上轮渡 ，回不来了
@扬州晚报
…… 王筱说你游都得给我游回来 ！ 他
忍痛租了一条船 ， 演出结束了都没到
每日驾车提醒
@戴军：很多年前 ，@王筱Kiko带 是普陀山 ，我能去烧个香吗 ？王筱说去 …… 原来他租了艘摇橹的船 ， 在海上
某歌手去舟山演出 ， 歌手说海对面就 吧 ，别耽误演出就行 …… 演出开始了 ， 摇了三个小时 ……
@美丽和谐家园：文昌西路与真州
中路#体育岗#，该路段全线禁止停车 ，
禁令标志清晰可见 ！ 另外 ， 小长假期
间 ， 请注意车速和车距 ， 谨慎驾驶 ， 上
高速的亲谨防紧急车道右侧超车！
■2013

@扬州晚报

船跟船差别大着呢！

@热辣网事 据说这是来自日本的一款特殊眼镜——
—

双眼皮锻炼器？别练成斗鸡眼！
“双眼皮锻炼器”走红

网友热捧求代购

实际效果引质疑

偶尔粗心大意的看这里

@扬州青旅刘曦 ： 浙江大学李潇
同学 ， 你的证件丢了 ， 给我地址 ， 我寄
给你 ！
@扬州交巡警二大队 ： 赵祥请到
交巡警二大队领包 ！ 失主所留电话空
号和停机 ， 目前已和宝应公安局辖区
派出所联系请他们帮忙寻找失主 ， 请
失主与二大队联系 ：80689190。

日前，网友“创意工坊”发布一款 “双眼皮锻炼器”引起了许
很多网友表示对“双眼皮锻炼器”很
来自日本的“双眼皮锻炼器”，称：“每 多网友的关注，特别是女性网 感兴趣，但也有网友提出：长久戴它，会
天戴这个5分钟，据说能锻炼出双眼 友，纷纷表示愿意购买它。网友 不会有副作用？网友“三勤系我我系三
皮来；1月份在日本销售，据说卖得特 “Titi-林Eva”说：“神器，我非常 勤”说：“神器归神器，不过我觉得很容易
好。”并附上了实物照片。
需要它，谁去日本帮我买一个。” 变斗鸡眼。”网友“风子子子子”也称：“会
记者从照片中看到，这个“双眼
网友“7superman7”分析 不会戳到眼睛呀，万一把眼珠子抠出来
镜 称：“长期戴应该有效果，皮肤都 怎么办？”
双眼皮锻炼器 皮锻炼器”外形酷似一个眼镜框，
架上方是纤细的半圆镜边。戴上后， 有可塑性，就像笑多了有摺子。” 此外，有网友质疑“双眼皮锻炼器”
日前，有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一款 半圆镜边紧贴眼皮，眼皮就变成了双 她表示很需要，询问哪儿有卖。 是否真的有作用？网友“大草莓小一口
网友“Eva_aaaaaaaaaa”也说： -Eko”说：
“以为是折纸啊，折一折就有痕
形似眼镜的日本“双眼皮锻炼器”，称 层。
戴上它就能变双眼皮。不少网友表示 “双眼皮锻炼器”一经发出，引来 “有些双眼皮贴都能贴出双眼 迹了。”网友“小■小倩”调侃称：
“这神器真
小孩网瘾之我见
好奇的同时，也担心这种“苦撑眼皮” 许多网友围观，仅一天时间，该微博 皮，这个肯定能撑出个永久性 要是有作用的话，觉得整形医生都该下岗
@猪猪侠是猪还是侠 ：对于网瘾 ，
来源：重庆晨网
的做法，容易变“斗鸡眼”。
转发率已经超过2700次。
的。”
了。”
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有 ， 并不是小孩子
才会有 。 一般刚刚接触电脑的人肯定
in词报
神回复
会有 。 我个人认为孩子3岁接触电脑 ，

@

馋虫时间
人体在一天中容易感到饥饿

的时刻被称作 “ 馋虫时间 ”。 美国
味觉和嗅觉研究机构莫奈儿化学
感觉中心玛西亚·列文·派尔特博
士发现 ，下午3—6点馋虫最活跃 。
诱使 “馋虫 ”活动的因素主要
有以下几个 ：1. 缺乏某种营养 ，如
想吃甜食说明体内缺乏能量 ；2.人
体荷尔蒙的变动以及情绪的变化；
3. 食物的外观气味比较诱人 ；4.体
内血糖水平降低。来源：互动百科

@

快来考考你的眼力吧——
—

据说吃货看到的是“面皮”

想必很多人都去过西安火车站
吧？4月3日，网友“Raising_Moon”
发微博称：“西安火车站这两个字长
得像‘面皮’！”并配上了火车站的“西
安”两字的图片。
该微博一经发出，引来无数网友
转载吐槽，威武的网友评论条条都是
神回复啊！
@没文化穷孩子 ： 哈哈 ！ 以后赶
火车 ， 那就是擀面皮啦 ！@康先生的
衬衫 ：我咋看着像 “画皮 ”呢 ？
@阿崩爱很美味 Sher-ly_： 胡说

胡说 ！我看明明是 “西皮 ”二字 ！
随后，陕西媒体@华商报官方微 中说：
“生活中不缺乏美，缺乏发现美
aising_Moon” 的眼睛！兄弟，你慧眼啊！”哈哈，各位
@我老婆cc： 这不就是面皮吗 ？ 博也转发了网友“R
哪家店 ，广告这么大 ？哈哈 ！我大西安 的这条微博，称：
“经鉴定，该网友吃 亲，你们觉得“西安”这两字像什么？
梦宝儿
太可爱啦 ！
货一枚！”网友@关中付二少在评论

喜获大奖 连中三元

扬城中福在线彩民“连环夺宝”

本报讯 （通讯员 赵亮）上月，短 “袭”真州西路大厅，成为仪征中福 时10分，突然陈先生的游戏屏幕上 还有不少彩友向陈先生请教“秘
短三天时间，扬城中福在线彩民在 在线今年开出的第二个25万元累积 一片绿色，原来他在玩第三关的时 笈”。中奖后，陈先生表示自己仍会
“连环夺宝”游戏中，连中三元，喜得 大奖。此次大奖的得主陈先生（化 候，以单注200分5注全投的方式，成 一如既往地怀着“有奖是运气，无奖
3注25万元全国大奖。
名）是中福在线“连环夺宝”的铁杆 功让25个绿宝石相连，幸运地揽下 献爱心”的心态支持仪征福彩事业
3月13日，农历二月初二“龙抬 粉丝，工作之余或周末休假的时候 “连环夺宝”的大奖■25万元。
的发展；15日，宝应中福在线销售厅
头”的日子，广陵区中福在线运河西 他都会来到中福在线销售厅玩上几
当陈先生看到画面上显示的 又传来喜讯，彩民王先生在“连环夺
路销售厅传来喜讯：一彩民在玩中 把。用他本人的话说，支持福彩事业 “恭喜你中了全国累积奖，奖金25万 宝”游戏中，进入第二关时，伴随着
福在线“连环夺宝”游戏时，一举夺 的同时，希望也能中个大奖。当天晚 元”的字幕时，他起初还有些不敢相 20颗“猫眼石”哗啦啦地落下，幸运
得全国彩池25万元；无独有偶，第二 上，陈先生像往常一样来到中福在 信，冷静了几秒后，陈先生激动地说 地将25万元全国累积奖收入囊中。
天，仪征中福在线销售厅传来爆机 线大厅进行投注，在精美的游戏画 道：“我中25万元啦。”看到陈先生喜 至此，扬城彩民完成了中福在线大
喜讯，25万元“连环夺宝”大奖再 面中放松身心，体验闯关的快乐。21 中大奖，周围的彩友纷纷送上祝贺， 奖连中三元的“奇迹”！

赢欧洲六国游 中Note2手机大礼

刮刮乐恭祝蛇年大吉

进入蛇年，福彩刮刮乐各种 果在任意一局游戏中刮出号码
新票陆续上市，日前，刮刮乐精 “8”，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方所
心打造的作为快乐生肖主题系 对应的奖金。共有两局游戏，中
列彩票之一的新游戏——
—《祥蛇 奖奖金兼中兼得。玩法三：刮开
献瑞》，已经在我市各福彩投注 覆盖膜，如果刮出“￥20元”符
站销售。
号，即可获得20元奖金。玩法
《祥蛇献瑞》票面以红色为 四：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
基调，围绕祥蛇精心设计出各种 “￥50元”符号，即可获得50元
元素，既渲染出喜庆的氛围，又 奖金。玩法五：刮开覆盖膜，如果
让彩民感受深厚的民俗文化体 刮出“￥100元”符号，即可获得
验。这款彩票面值10元，共有6 100元奖金。玩法六：刮开覆盖
种玩法，16次中奖机会，12个奖 膜，如果刮出“￥200元”符号，
级，最高奖金达30万元。《祥蛇 即可获得200元奖金。
献瑞》为每种玩法取了一个特别
同时，福彩刮刮乐三重大礼
的名字：莲蛇报喜，吉蛇送财，好 连环送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活
运金蛇，幸运金蛇，福运金蛇，财 动期间，凡单张刮刮乐刮中
运金蛇，并匹配了精美的刮开区 1000元（含）以上奖金并在此期
奖符图案。这款彩票六个玩法区 间兑奖的彩民，均获赠入围奖，
内的中奖奖金兼中兼得。玩法 当场获赠100元刮刮乐彩票奖
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在任意一 励，并参加“大礼连环送”抽奖，
局游戏中刮出三个相同的图符， 共抽取一等奖10名，各奖价值
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方所对应 15888元的欧州六国游；二等奖
的奖金；如果在任意一局游戏中 30名，各奖三星Note2手机（价
刮出三个“金蛇”图符，即可获得 值约5000元）一台。福彩大礼连
该局游戏右方所对应奖金的两 环送，相信近期刮刮乐是众多彩
倍。共有十局游戏，中奖奖金兼 民的不二选择。 通讯员 赵亮
中兼得。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
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正确引导肯定是开发智力的 ， 到了十
二三岁 ， 电脑就是个工具 。 相反 ， 如果
孩子从小不玩电脑 ， 初中以后必须用
电脑 ，反而会把电脑当玩具 ，这个时候
的网瘾估计无法控制 。
七嘴八舌
@金盛国际家居扬州店 ：有道理 ！
适当的让小孩子接触电脑可开发智
力 ， 以后对这些网络加以熟悉并正确
巧妙融入生活 。
@金领结礼业 ： 做家长应该早点
给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兴趣 ， 有了好
的兴趣 自然不会沉迷于电脑 ，个人认
为应该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电脑这个工
具 ，而不是完全制止 。
@maggie 韦 ：还是少玩吧 ， 电子
产品现在太普及 ， 对孩子的发育真不
太好 ，为此我们特意没有买iPad，尤其
是视力啊 ， 现在幼儿近视是以前的不
知道多少倍呢 ！
高媛 整理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联合购彩喜中奖金11万
上周，仪征两彩民在人民路

32100514站点联合攻下490注快3“豹子
4”，中得奖金11万多元。
这两位彩民经常在该快3站点购彩，
对快3的热衷使得两人走到了一起，他们
经常会相互沟通号码走势，冷热号的概
率等，两人的战绩不错，屡获少则几百
元，多则上万元。当天两人通过销售员的
介绍了解到联合购彩的魅力，于是开始
尝试一起购买快3。购买豹子号是快3投
注里最为大胆的，但也是奖金最高的。于
是两人在共同研究号码和走势后确定下
来，用翻倍投式投注“444”，最终齐心协
力揽下奖金117600元。
中得大奖后，这两位彩民都感觉到
分析号码走势很重要，但“感觉”也很重
要的。倍投“豹子号”易攻不易守，开出率
相对很小，所以在判断冷转热时，拿捏好
时间是关键，而这种拿捏有时也要“跟着
通讯员 赵亮
感觉走”。

为烧伤女孩送去救命钱

“福彩关爱基金”
救人
今年刚刚17岁的仪征女孩小张洁，
着力提升站点“软实力”

扬城开展销售点营销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赵亮）近日，扬州 民、如何了解彩民需求、如何介绍彩票、
（

市福彩中心邀请了《公益时报》中华彩
票培训团负责人、中彩中心高级讲师蔡
学江老师，举办了一场销售点营销培训
的讲座，近400家投注站业主或销售员
参加了培训。
讲座上，授课培训师蔡学江老师通
过理论联系实际、穿插具体事例，为各
位销售员进行了一堂题为《如何提高销
量》的讲座。他从销售流程和销售服务
两个内容开始，阐明了彩票的销售过程
就是沟通过程，就如何做好开门迎接彩

回答彩民疑问、打票和兑奖、送客等环
节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并同销售员
进行了互动，收到良好的培训效果。培
训后，销售员们纷纷向讲师索取课件，
有销售员表示，自己卖了十来年的彩
票，都是靠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去售
彩，没想到小小的售票环节还有这么多
的细节要注意，通过培训，自己的思路
得到了拓宽，回去后要尽快将这次学到
的先进经验运用到彩票营销实践中去，
努力提高投注站的销量。

是一名脑瘫女孩，从市培智学校毕业后，
懂事、孝顺的她一直在家帮助家里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可天有不测风云，一
次在家帮妈妈做家务时，不慎被烧饭的柴
火烧伤，全身皮肤40%重度烧伤，目前正
在扬州市苏北医院接受治疗。由于需要进
行三次植皮手术，治疗费用十分昂贵，需
要近二十万元，这对一个仅靠种地维持生
计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
字，让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近日，小张洁还差几千元就可以进
行第二次手术，可家里已经借遍了家中
的亲戚，难以一下子筹到这笔钱，让张洁
的妈妈愁眉不展。得知消息后，市福彩中
心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去医院探望，并
带上了两千元的“福彩关爱基金”，帮助
这个处在水深火热的家庭渡过暂时的难
关，以解燃眉之急。 通讯员 赵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