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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万！773万！派奖三期山东连中7注一等奖
4月14日，超级大乐透迎来

“10亿元大派奖”的第3期开
奖——— 第21041期。本期前区开
出号码“02、05、09、11、
3 2”，后区开出号码“0 4、
09”。本期全国销量为3 . 59亿
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1 . 29亿元。

头奖开5注1793万+4注773万

本期全国共开出9注一等
奖。其中5注为1793万元(含619
万元追加奖金+399万余元派奖
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安
徽毫州(2注)、山东青岛、四川
成都、陕西西安；4注为773万
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吉林
长春、浙江杭州、贵州贵阳、
山东青岛。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本期来自安徽毫州、
山东青岛、四川成都、陕西西
安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
奖方面要多拿了总额1019万余
元追加奖金和派奖奖金，从而

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到
1793万元。追加投注是超级大
乐透独有的投注方式，购彩者
在2元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花
1元钱，可多得80%的浮动奖奖
金，单注最多可多拿800万元。
派奖期间，追加投注后，单注
最高奖金可达3600万元。

1793万！773万！

山东三期连中7注一等奖

数据显示，山东青岛的1注
追加投注一等奖及1注基本投注
一等奖则均落在一家体彩实体
店，中奖彩票分别是一张“8+
3”复式追加票及一张“6+3”
复式票，其中，“8+3”复式追
加票命中了1793万，“6+3”复
式票命中了773万。由于在派奖
期间，追加投注才能参与派奖
奖金的分配，所以追加投注中
奖后奖金成色更足！至此，
“10亿元大派奖”开奖3期，全
国共中出24注一等奖，山东三
期连中，揽获其中7注，我省购
彩者好运连连，幸运不停！

奖池滚存至8 . 25亿元

二等奖开出139注，每注奖
金7 . 6万余元；其中84注采用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6 . 08万
余元、派送奖金8 . 92万元。追
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22 . 6
万元。

三等奖开出213注，单注奖
金1万元，其中149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5000元，追加
后单注奖金1 . 5万元；四等奖开
出1805注，单注奖金3000元，
其中121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1500元，追加后单注总
奖金4500元；五等奖开出30004
注，单注奖金 3 0 0 元，其中
19938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150元，追加后单注总奖金
450元；六等奖开出53505注，
单注奖金200元，其中36043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100
元，追加后单注总奖金300元；
七等奖开出46217注，单注奖金
100元，其中30037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50元，追加后
单注总奖金150元；八等奖开出
1299956注，单注奖金15元，其
中86797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7 . 5元，追加后单注总奖
金 2 2 . 5 元 ； 九 等 奖 开 出
10758672注，单注奖金5元，其
中7125381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2 . 5元，追加后，单注总
奖金为7 . 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
后，8 . 25亿元滚存至4月17日
(周六)开奖的第21042期。届
时，一等奖派奖2000万元，二
等奖派奖750万元，固定奖派奖
余额为3 . 64亿元。

10亿元大派奖火热进行

超级大乐透“10亿元大派
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追加投注即可参与”“所有
奖级都派奖”“3元最高可中
3600万”……活动预计持续20
期，派送总金额达10亿元，将
成为体彩史上力度最强的派奖

活动。
根据派奖规则，一等奖派

奖金额4亿元，每期派送2000万
元；二等奖派奖金额1 . 5亿元，
每期派送750万元。进行追加投
注且中得一等奖或二等奖的彩
票，按注均分当期该奖级派奖
奖金，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按
照相应的比例分配，若未中出
或均分后仍有结余，结余奖金
顺延滚入下一期派送。也就是
说，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的
彩票，若中得一等奖或二等
奖，单注奖金最高可翻倍。

大奖幸运翻倍，小奖同样
值得期待，固定奖派奖金额共
4 . 5亿元，派奖期间，进行追加
投注且中得三至九等奖中任意
奖级的彩票，同时中得派奖奖
金，单注派奖奖金为当期对应
奖级单注奖金的50%。

值得一提的是，追加投注
是本次参与派奖的条件，既是
唯一“门槛”，也是揽奖“利
器”。派奖盛宴，一年只等这
一回，千万不要错过！ (肆颜)

4月6日上午9:00，体彩威海
分中心8名体彩志愿者服务队队
员自发组织来到了环翠区嵩山
街道闫家庄村，在村委会妇联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三户困难
家庭，为他们送上了自发出钱购
买的大米、面、牛奶、鸡蛋、饼干、

水果和体彩中心捐赠的雨伞等
日常用品。

首先，大家来到王瑞生家
中，王瑞生一直病魔缠身，因为
看病花费巨大，导致家里的生活
一直捉襟见肘，对于大家的到
来，王瑞生表示非常感谢。

随后，大家又来到吴炳玲家
中，吴炳玲是一位失独老人，自
己生活非常困难，看到大家来看
她，显得非常高兴，一直拉着大
家的手和大家说话。

最后，大家来到王洪芝家
中，王洪芝由于液化气爆炸的意

外事故，导致全身大面积烧伤，
一直忍受伤痛的折磨，连续的治
疗就像无底洞一样掏空这个家
庭。虽然这样，面对大家的看望，
她还是非常开心，激动的连连道
谢。

体育彩票的公益之光，只要

亮着，就有光芒，许许多多体彩
投注站都在用行为践行“公益体
彩，乐善人生”的公益理念，威海
体彩志愿者服务队真诚地为他
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将体彩公益事业的爱
心延续。 (青提)

春风送暖 关怀群众 威海体彩志愿者服务队慰问困难群众

“补贴错时共享停车位”，这笔钱花得值

为缓解停车难问题，北京海
淀区将补贴错时共享停车企业。
据介绍，海淀区今年将加大对错
时共享停车的鼓励力度，停车管
理企业向周边居民提供错时共享
停车后，可以申请每个错时共享
停车位每月150元的补贴，降低居
民的停车费用，提高停车场的积
极性，将有效带动错时共享停车
工作的开展。

随着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停
车难困扰着我国各大小城市。下
班回家抢车位，假期出游抢车位，

“走到哪抢到哪”已经成为有车一
族的必备技能。数千万的车位缺

口，催生出共享停车业态。一些小
区停车位比较少，但停车位却时
松时紧。白天居民都上班去了，小
区停车位空荡荡，而一些机关、企
业大白天有人上班，车辆停得满
满的，但到了晚上下班后，停车位
又空出来了，如果这些小区与机关
企事业单位错时“停车共享”，既可
使停车不再难，也使停车位资源
得到充分利用。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大城市小汽车与停
车位的比例约为1：0 . 8，中小城市
约为1：0 . 5，保守估计我国停车位
缺口超过5000万个。要解决这一

问题，加强停车位建设是当务之
急，但如何更科学地利用好现有
的停车位，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
也显得十分必要。“停车难”表面
上看是由于车位短缺造成的，实
际上与车位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
密不可分。

北京海淀区的停车管理企业
向周边居民提供错时共享停车后，
可以申请每个错时共享停车位每
月150元的补贴。表面上看是花了点
钱，但花这点小钱十分值得。这样
不但使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而且
有效缓解了小区居民停车难，减少
了管理成本，防止各种矛盾产生。

现代社会已是“共享”社会，
共享经济范围很广，包括交通出
行、房屋出租、物流快递、生活服
务、技能、生产知识共享等，可谓涉
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错时共
享停车”，使居民得到了便利，业主
收获了实惠，企业提高了收益，也
提高了闲置车位的利用率。

当然，这种“错时共享停车”
模式也会增加外来人员和车辆进
入小区或机关企业单位的频次，
增加安全隐患。一些小区或企业
肯定要增加管理人员，增加管理
费用。因此，海淀区对共享停车管
理企业给予适当补助是应该的，

可以提高停车设施供给方的积极
性。当然，在给予共享车位适当补
助的同时，也应通过对使用者的
约束，明确在共享停车过程中发生
车辆损坏、被盗、到点不走等问题
的责任归属、赔付等，明确各方的
责权利，尽可能在“停车”共享过程
中减少摩擦和纠纷，防止各种矛盾
和冲突的发生。

总之，在停车难的背景下，海
淀区通过给停车管理企业适当补
助，提高停车位“错时共享”是一个
不错的做法，可以使停车位资源得
到最大化利用，填补停车位的缺
口，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停车难问
题，增加企业或小区居民的收入，
改善小区环境，可谓一举多得。

作者 胡建兵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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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汉墓受追捧 历史文化名城菏泽再添自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朱文龙

随着大片汉墓发掘出土，菏
泽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火了，成
为全网热议的大事件。目前，该遗
址发现墓室198处，现场还发掘了
灰坑203处，新石器时代房址6个，
水井6个。

其实，在拥有悠久历史的山
东，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墓葬群，并
不是什么新鲜事。正如山东博物
馆馆长郑同修在接受采访时所说
的那样，“这次可以说是山东历史
上很普通的一次墓葬发掘”。但就

是这样一个在业内人士眼中很
“普通”的考古行动，却让网友们
“喜大普奔”，这其中的原因令人
深思。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反差”，
可能与当下的“考古热”有关。今
年以来，中国考古界不断“出圈”，
从三星堆遗址“上新”到清明节假
期的“考古旅游热”“博物馆热”，
再到2020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
晓。原先冷冰冰的考古学，正变得
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受到人
们关注。在这种情况下，菏泽古墓
群在网络上“蹿红”，也就可以理
解了。

随着考古学成为“网红”，人
们的文化自信、文化归属感也日
益增强。就拿这次考古过程来
说，尽管大多数网友是考古学的

“门外汉”，但这并不影响大家热
情地参与到考古话题的互动中。
无论是关于“妲己是不是和商纣
王用菏泽话谈恋爱”的讨论，还
是本报与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
一起推出的为文物征名活动，都
能看到网友积极参与的身影。这
样的互动，不仅让大家领略到了
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源远流长，
还为我们添了一份平视世界的
文化底气。

对相关部门而言，在这股“考
古热”浪潮中，不能只满足于做

“看客”。就像菏泽地区，位于“天
下之中”，属于文化腹地，在历史
上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两汉时期，
菏泽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更为显赫。

但令人遗憾的是，文化旅游
一直是菏泽的“短板”。令人欣慰
的是，当地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个
问题的重要性。据报道，菏泽市文
化和旅游局正以这次热搜为契
机，讲好菏泽历史故事，传播菏泽
传统文化。如果能够坚持下去，有
关菏泽的文物考古话题必定会由

“爆红”变为“常红”。
在这方面，西安的经验值得

学习。作为大唐都城，大唐气度和
现代生活在西安实现了有机融
合，无论是在城市建筑、城市家
具、城市礼品的设计上，还是在节
庆活动策划上，唐文化都是西安
最鲜明的标志。在菏泽历史文化
IP的打造上，菏泽市乃至山东省
还要动更多脑筋。

总之，菏泽孙大园堌堆文化
遗址掀起的考古热不能只热一
时。相关部门不仅要让这股热闹
持续下去，还应该延续到城市的
未来发展中。

文化旅游一直是菏泽的“短板”。对相关部门而言，在这股“考古热”浪潮中，不能只满足于做“看客”。据报道，菏菏泽市文化
和旅游局正以这次热搜为契机，讲好菏泽历史故事，传播菏泽传统文化。如果能够坚持下去，有关菏泽的文物考古话题题必定
会由“爆红”变为“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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