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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对奖号体彩对奖号

福彩“快乐8”
开奖日期:2023-01-16 本期销售额:88416190元

中奖号码

“选十中十”奖池累计金额:136624338.60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3年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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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注

133注
468注

4007注
7174注

42258注

奖 金

880656元/注
10484元/注
1891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第2023007期 投注总额3745022元
中奖号码:基本号(●) 特别号(★)

2023年1月16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3016期开奖公告信息
开奖日期:2023年1月1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8848302元
本期开奖号码:7 1 4 8 1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40注

40注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应派奖金合计

4000000元

4000000元

154586811.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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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16期开奖公告信息
开奖日期:2023年1月16日
本期销售金额:159764元
本期开奖号码:01 06 09 14 17
本期出球顺序:17 06 09 14 01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4注

278注
4615注

单注奖金
10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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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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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4第2023016期

中奖注数(注)
966
902
0

每注奖额(元)
1040
346
173

奖 等
单选
组三
组六

浙江省销售5488832元。奖池累计金额:2000000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3年1月16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3016期开奖公告信息
开奖日期:2023年1月16日
全国销售金额:44210682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3378026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本期开奖号码:7 1 4
本期中奖情况

16195819.0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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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7注

0注
66953注

本地中奖注数
846注

0注
2627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02 04 15 16 17 26 27 09

4 5 9 6 4 0 兔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3年1月16日

奖金

0元/注

0元/注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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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10

中奖注数

14145

中奖条件

福彩“6+1”
第2023007期 投注总额5525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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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69198元。

中国体育彩票大乐透第23007期开奖公告信息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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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4 32 02 03 01 06
本期开奖号码:02 03 24 30 32 01 06

121462161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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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48

11

126

402

9133

15484

24006

477105

5416156

--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

338929

271143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

应派奖金合计(元)

20000000

o

16268592

2982573

1260000

1206000

2739900

3096800

2400600

7156575

27080780

84191820

开奖日期:2023年1月1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70298202元

2023 年澳大利亚网球
公开赛正赛首轮16日打响，
6名中国球员在当天亮相，
其中17岁小将商竣程成为
公开赛时代首个晋级澳网次
轮的中国大陆男球员，郑钦
文则轻松淘汰对手，晋级女
单第二轮。

在此前的资格赛中，商
竣程连续淘汰包括西班牙老

将沃达斯科在内的3个对手，
首次进入大满贯正赛。正赛
首轮面对世界排名第74位的
德国选手奥特，商竣程打得积
极主动，开场连下两盘。尽管
遗憾输掉了第三盘的“抢七”，
但他在胶着的第四盘第12局
实现破发，最终以6∶2、6∶4、
6∶7（2）、7∶5，拿下大满贯正
赛首胜。 （据新华社）

兔年到来之际，可爱的兔
子们穿越时空，与人们相会。
记者昨天从绍兴博物馆了解
到，绍兴博物馆珍藏有 3件
兔文物。其中，一只铜镜上
的兔子格外耀眼，它从1000
多年前携着吉祥而至。这只
兔子是唐朝菱缘月宫镜上的
玉兔，它在振袖起舞的嫦娥
右边捣药。图案上还有蟾蜍
作跳跃状。

这面唐朝菱缘月宫镜是
青铜器，系移交的文物。其直
径11.5厘米，厚0.6厘米，钮
径1.8厘米，八瓣菱花形。中
央为枝繁叶茂的桂树，树干中
部隆起镂空为镜钮。铜镜保
存完好，玉兔捣药图案清晰。

绍兴博物馆保管部副主
任史霖告诉记者，兔子又被称
为“玉兔”，也称“月兔”。古代
神话传说中，玉兔居住在月亮
上，在月宫里陪伴嫦娥并捣制
仙药，为人间解除疾苦。铜镜
上印有玉兔是吉祥、有生命力
的象征。免子比较可爱，惹人
喜欢。这面八瓣菱花铜镜是
古人的生活用品，距今已有
1000多年的历史，制作精致，
很是珍贵。

除千年铜镜外，绍兴博物
馆还珍藏了2件兔文物。据

史霖介绍，一件是清朝画家章
葆熙创作的“白头双兔图”轴，
另一件是清朝画家王柟创作
的“兔”轴。“白头双兔图”轴纵
123.5厘米，横36厘米。此图
工笔设色，构图巧妙，白头翁
安静地栖于寒梅上，两只白兔
正在树下悠闲地觅食，竹叶已
泛出绿色，预示着春天的到
来。作者以细腻精微的笔触，
将小动物的形态、神情刻画得
惟妙惟肖，兔子造型逼真生
动，整体线条细腻入微，赋予
了生命力，双勾竹叶、梅花画
得极见功力，如真的一样。这
幅画系国家二级文物。清朝
画家王柟创作的“兔”轴，纵
75厘米，横42厘米。构图巧
妙，兔子造型逼真生动，整体
线条或细腻入微，或粗犷豪
放，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
彰。款署“一株休更守三穴巧
深藏 甲戍初秋 隽堂先生
正之横从访贤居士王柟作于
永嘉”。

古人对兔子别有一番情
愫。据介绍，殷商甲骨文中，
已出现“兔”字，《诗经》《礼记》
中都有兔的句子。白兔捣药
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乐府》，玉
兔最后制成的药叫做“蛤蟆
丸”，相传服用此药可长生不

老。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
说，兔“望月而孕，口中吐
子”。民间传说，雌性兔子无
需配对，自己就能孕育生命。

春秋时期，兔文物并不多
见。到了汉代，与兔有关的文
物多体现在墙壁画像上。到
了隋唐时期，兔的身影主要体
现在铜镜上，比如唐代的月宫
纹铜镜，就是以圆形的镜背为
圆月，中间刻一棵桂树，树的
两侧就是蟾蜍和正在捣药的
玉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兔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形象，
十二生肖中，兔得一席，对之
于卯，位居第四。“兔走乌飞”

“动如脱兔”“搂草打兔子一举
两得”等有关兔子的成语、民
谚、俗语很多。兔子所承载的
精神内涵远远超过其本身的
物质意义与精神属性。

绍兴博物馆馆长何鸣雷
说，绍兴博物馆珍藏有17000
余件文物，十二生肖几乎都
有。其中以兔子为题材或有
兔子形象的文物虽不多，但给
人的感觉，兔子往往是神态安
祥，萌得可爱。兔子被认为吉
瑞之物，是纯洁高雅、机智灵
敏和忠厚善良的象征。兔子
被称为瑞兔，又是长寿的象
征。从文物中，人们可看出，
兔子寄予着人们美好的情愫。
（图片由绍兴博物馆提供）

这只可爱的兔子
从唐朝“穿越”而来
绍兴博物馆珍藏3件兔文物，其中唐朝菱缘月宫

镜上有玉兔捣药，与嫦娥相伴

首席记者 周能兵

1月16日晚上，“嵊州留你过大年 ‘益企’共度幸福年”为主题的

新春慰问晚会在比亚迪公司举行。晚会上，越剧折子戏《追鱼》等10

多个精彩节目，引得现场千余观众的热烈掌声。
（记者 张亮宗 摄）

嵊州留你过大年嵊州留你过大年

澳网商竣程创造历史

唐朝菱缘月宫镜唐朝菱缘月宫镜 ““白头双兔图白头双兔图””轴轴 ““兔兔””轴轴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1月
15日电 世界乒乓球职业
大联盟（WTT）常规挑战赛
德班站15日落幕，中国队获
得女单、女双、男双和混双
冠军。

常规挑战赛德班站是
2023年的首项WTT赛事，
中国队派出年轻队员参加，
最终会师4个单项决赛。

钱天一以4∶1战胜范思
琦，夺得女单冠军。张瑞/蒯
曼在女双决赛中以3∶1击败

钱天一/石洵瑶。男双决赛
中，陈垣宇/林诗栋以3∶1战
胜徐瑛彬/徐海东。此前一
天进行的混双决赛中，林诗
栋/蒯曼以3∶1战胜薛飞/钱
天一。

中国队无人闯入男单决
赛。巴西名将卡尔德拉诺以
4∶0完胜乌克兰选手扎穆登
科，夺得冠军。

接下来，国乒队员将参
加WTT常规挑战赛多哈站
比赛。

WTT常规挑战赛德班站

国乒获得四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