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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周能兵

福彩对奖号体彩对奖号

福彩“快乐8”
开奖日期:2023-01-02 本期销售额:78659960元

中奖号码

“选十中十”奖池累计金额:120404935.15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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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金额:0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七乐彩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8注

315注
627注

8100注
10065注
77970注

奖 金

1893232元/注
14947元/注

759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第2023001期 投注总额4523894元
中奖号码:基本号(●) 特别号(★)

2023年1月2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3002期开奖公告信息
开奖日期:2023年1月2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6802892元
本期开奖号码:0 7 0 7 7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95注

95注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应派奖金合计

9500000元

9500000元

261962743.3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3002期开奖公告信息
开奖日期:2023年1月2日
本期销售金额:129714元
本期开奖号码:02 05 09 12 14
本期出球顺序:02 05 14 12 09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2注

299注
4327注

单注奖金
13487元

50元
5元

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3D
中奖号码 8 5 0第2023002期

中奖注数(注)
1367
0

2172

每注奖额(元)
1040
346
173

奖 等
单选
组三
组六

浙江省销售4964220元。奖池累计金额:953128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3年1月2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3002期开奖公告信息
开奖日期:2023年1月2日
全国销售金额:46331136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3361150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本期开奖号码:0 7 0
本期中奖情况

15902210.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
9669注
20022注

0注

本地中奖注数
597注
1273注

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03 04 09 18 23 28 30 05

0 5 7 6 4 5 虎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3年1月2日

奖金

0元/注

29588元/注

281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10000元/注

500元/注

50元/注

5元/注

0

1

1

21

中奖注数

10658

中奖条件

福彩“6+1”
第2023001期 投注总额48118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奖池累计金额:108353772元。

中国体育彩票大乐透第23001期开奖公告信息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前区 后区

本期出球顺序:19 27 18 24 34 12 11
本期开奖号码:18 19 24 27 34 11 12

1124542797.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0

0

64

18

189

645

12711

16890

38807

536413

5754607

--

单注奖金(元)

--

--

191196

152956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

应派奖金合计(元)

o

o

12236544

2753208

1890000

1935000

3813300

3378000

3880700

8046195

28773035

66705982

开奖日期:2023年1月2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44595607元

A08 文体汇
2023年1月3日 星期二

编辑:张云辉\校对:赵领儿\电话:88615826

本报讯 由绍兴市人民
政府主办“典籍里的绍兴”越
中文脉典籍特展，日前在徐渭
艺术馆展出。这是绍兴为纪
念古越藏书楼创建120周年
而举办的特别展览，意在发掘
越地文化精髓，讲好越地文化
故事，彰显绍兴作为“历史文
化名城”“东亚文化之都”的深
厚人文底蕴，弘扬绍兴图书馆

“存古开新”“平等共享”的办
馆理念，让精神富裕成为共同
富裕的亮丽底色。

“典籍里的绍兴”越中文
脉典籍特展以2500年绍兴文
化史为基本脉络，以绍兴图书
馆馆藏典籍为依托，汇集浙江

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院等省内
重要公藏单位和私人所藏越
中文献352件，是绍兴举办的
史上最大规模典籍特展。展
品荟萃先秦至新中国成立各
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乡邦文献，
其中宋元版珍本6种，明版善
本62种，明清稿钞本50种，名
家批跋本45种，多为兼具学术
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籍善本。

“典籍里的绍兴”“讲述”
绍兴的前世今生。展览分为

“一曲越绝到镜湖”“宋明流
韵千古长”“浙东自古贵专
家”“斯楼不朽在藏书”四个
篇章，每个篇章一个展厅。

“一曲越绝到镜湖”展览的是

先秦到唐五代的典籍。《越绝
书》《吴越春秋》启方志先河，
越地文脉，以此开篇。李斯
立《会稽刻石》，王充《论衡》
长篇，肇基浙学；伯阳《周易
参同契》，鼻祖丹经。汉魏六
朝，兰亭觞咏，东山高卧。山
阴道上，山川映发，引百千诗
人竞相入越；浙东唐诗之路
遗千年吟唱，吴越国刻经传
世，成为中国印刷史早期精
美例证。“宋明流韵千古长”
展陈的是宋元明时的典籍。
展览可看到嘉泰《会稽志》、
宝庆《会稽续志》传世。元明
之时，越多俊才，诗文书画，
流派纷呈，徐青藤狂而不狂，
王思任谑而不谑。家族刻书
众多，浙东派藏书之崛起，钮

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为并
峙双峰。更有阳明圣学，立
知行合一之教，流传千古。

“浙东自古贵专家”展览的清
至民国年间的绍兴典籍，章
学诚撰《文史通义》，黄宗羲
著《明儒学案》，蔡元培撰《中
国伦理学史》，鲁迅撰《中国小
说史略》。“斯楼不朽在藏书”
展示了徐树兰以一己之力创
建的古越藏书楼，成为中国近
代第一座具有公共图书馆性
质的藏书楼。该展陈介绍了
绍兴图书馆古籍资源丰富，古
越藏书楼旧藏为其主要来
源。绍兴图书馆现有古代藏
品16万册（件），善本1.8万余
册，馆藏珍品有23部入选《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44部入选

《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112
种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古籍藏品汇集越地诸多
藏家的珍藏精华，群流汇海，
典籍益宏。绍兴图书馆成为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别具特
色的一座文献宝库。

“典籍里的绍兴”越中文
脉典籍特展古韵悠然，书香满
室，让人深深体悟，绍兴为何
素有“文献名邦”的美誉，绍兴
藏书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绵绵不绝的著书、刻书、
藏书、读书文化，不仅记载了
越地的历史文脉，也极大丰富
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据悉，“典籍里的绍兴”
越中文脉典籍特展至2月28
日止。

“典籍里的绍兴”
“讲述”绍兴的前世今生

越中文脉典籍特展在徐渭艺术馆展出

跨越三千年的相拥！
三星堆“神人”“神兽”成功“跨坑”合体

版权保护期到期

“福尔摩斯”已进入公有领域

新华社成都 1 月 2 日
电 记者2日从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学家
利用数字三维模型实现了三
星堆3号“祭祀坑”铜顶尊跪
坐人像与8号“祭祀坑”神兽
的成功拼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
林介绍，这两件铜器都是从
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
坑”出土的，非常具有代表
性。此次拼合作业中，工作
人员充分利用了数字三维模
型技术，创新了保护、研究文
物的技术手段。

“对文物进行扫描，然后
利用三维模型在电脑上进行
虚拟拼对，这个新方法不仅能
避免现场挪动文物可能造成
的损伤，还能保证数据精准，

让拼对研究更加便捷
了。”冉宏林说。

冉宏林告诉
记者，8号“祭祀坑”

神兽刚出土的
时候，考古
学家和文
物保护专
家通过仔
细观察发

现，神兽尾巴部分有两个凸
起，其细节、尺寸与3号“祭祀
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相
合。再结合1986年2号“祭祀
坑”出土神坛上的神兽顶人、
人顶尊的造型，判断这两件文
物可以拼对在一起。

此次三星堆出土文物的
“跨坑”成功拼对，说明3号“祭
祀坑”和8号“祭祀坑”形成年
代大体一致。神兽是大地的代
表，人是祭祀者，人顶尊代表着
祭祀者对神和祖先祭祀的诚
意。神兽顶人、人顶尊形象在
三星堆的反复出现，再现了三
星堆古蜀祭祀场景，反映了古
蜀人在祭祀活动中对世间万
物、天地宇宙的认识，同时也体
现出中原文化和古蜀文化因素
的融合。

据了解，目前这件文物
尚未完全复原，不少细节仍
有待研究。有专家判断，其
主体上应该还有别的组成部
分。未来考古学家将利用先
进科技手段对更多三星堆出
土文物进行拼对复原。相关
复原文物有望为公众带来更
多惊喜，同时也有助于更精
准地还原三星堆古国的真实
面貌。

随着 2023 年的到来，
又有一批艺术作品进入了
公有领域，根据杜克大学领
域研究中心消息，2023年美
国堆亚瑟·柯南·道尔爵士
最后几篇夏洛克·福尔摩斯
故事集的版权保护期到期，
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进入
公有领域。

文章、艺术品、音乐等具
有版权保护的作品进入公有
领域则意味着任何个人或团
体都不具所有权益，进入公
有领域的作品属于公有文化
遗产，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
制地使用和加工（不考虑关
于安全、出口等的法律）。

（据《扬子晚报》）

关于报纸投递服务的温馨提示
亲爱的读者：

真诚感谢您多年来对绍兴传媒集团和《绍兴日报》《绍兴晚报》的
关心和支持！新年伊始，订户的报纸投送地址会有变更，容易发生投
递不畅等情况，为快速处置报纸投递问题，现公布下列投递服务联系
方式：

1.可拨打传媒集团投递服务热线88880000。
2.绍兴各区、县（市）城区读者可根据所在区域，拨打相应服务电

话，具体详见下表：

区域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服务电话

88615807

85137449

84110800

82138707

87221456

83180555

86030390

88615810

85123615

84118626

82213430

87222408

83217071

86048160

地址

越城区涂山花园4幢2号

越城区胜利东路265号香舍丽都-3

柯桥区百花路20号（区文广局一楼）

上虞区人民中路321号国土大厦三楼307室

诸暨市万寿街2号2楼

嵊州市长春路27号（西桥头原嵊州市科技局二楼）

新昌县鼓山东路192号5楼

3.各区、县（市）镇（乡）读者可拨打邮局投递服务热线：11185。
为提高服务效率，敬请在拨打投递服务热线时，告知征订发票号

或自助订阅卡号。
绍兴传媒发行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