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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4697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46期中奖号码
2 9 17 19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13312元，中奖
总金额为221471元。

中奖注数
3 注

313 注
5458 注
145 注
118 注
11 注

1232397 元
25150 元
1622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2006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7 注

217 注
392 注

5704 注
8378 注

6363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 注
8 注

98 注
157 注

1587 注

07 11 12 15 19 27 28 25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46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727666元。

中奖注数
418 注
847 注

0 注

中奖号码：5 3 5
“排列3”第20145期中奖号码

8 4 6
“排列5”第20145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062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05 14 23 31后区02 07

8 4 6 2 4

价值45万元的“梦幻城堡”
塔顶被撞碎

7月10日，上海玻璃博物馆
官方微博发文称，5月 30日下
午，因两位小观众翻越展区围
栏，并在追逐玩闹的过程中撞到
展柜，城堡随即发生塔尖倒塌、
破碎的情况，其余部件也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错位、破损。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在微博看到，
整座城堡由玻璃制成，塔尖以黄
金镶嵌，设计繁复，美轮美奂。

据上海玻璃博物馆介绍，这
座城堡由Arribas艺术家兄弟花
费500小时，包含了30000个部
件，花费了重达60公斤的玻璃，
并由24K黄金装饰而成，最高处
达110厘米，是上海玻璃博物馆
五周年馆庆时由Arribas捐赠，
成为其永久馆藏。值得一提的
是，这或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一座纯手工打造的玻璃梦幻城
堡，上海玻璃博物馆曾为其申请
世界吉尼斯纪录。

在梦幻城堡“惨遭毒手”后，
博物馆立即联系艺术家言明情
况，并就展品修复问题寻求帮
助，但由于疫情缘故，生活、工作

于美国的两位艺术家无法启程
往返上海，因此馆方只能让城堡
暂时以“不完美”的面貌示人，并
呼吁观众遵守参观规则。

消息一出，微博立刻炸了
锅。上海玻璃博物馆微博发出
的这条微博转评赞多达16万，网
友们纷纷在评论区对“熊孩子”
及其家长的行为进行谴责，大家
一致要求家长进行全款赔偿，

“没什么比让孩子爹妈掏钱更能
遏制熊孩子的了。”

尽管上海玻璃博物馆随后
发文表示，“当事的小观众已经
认识到行为的不妥，并在家长的
鼓励和带领下主动找到馆方工
作人员报告，态度友善而诚恳，
并愿意协助后续事宜。这让我
们很感动，也让我们相信未来一
代会成长为好观众”。但依然无
法平息网友的怒火，甚至有人表
示，“得了吧，友善而诚恳的孩子
根本就不会打碎展品。”

“熊孩子”现象，
家长学校馆方都要背锅

面对网上针对“熊孩子”及
其监管失责家长的一片骂声，看

起来可真解气，但仔细想想，一
顿劈头盖脸的指责，并不能解决
根本问题。过去几年，从“人肉”
涂鸦埃及卢克索神庙肇事者到
撞碎城堡的熊孩子，我们都给予
了无数谴责，但显然，没什么
用。其实，孩子本身并不坏，是
你没教他公共场合的礼仪。

首先，纵观这些“熊孩子”背
后，家长免不了成为第一责任
人。北京天然博物馆展出一头
大象标本，孩子够不着，家长竟
然主动抱起孩子去摸象牙；更奇
葩的是，一位家长竟然在广东省
博物馆留言簿上留言：“工作人
员管得好多啊！不给吃东西，又
不给孩子跑啊，不让孩子解放天
性吗？跑怎么了跳怎么了，碰恐
龙又怎么了！！！不行吗！！！观
众不是上帝吗！！！孩子就不是
吗？！管得也太多了吧！！！”

事实上，无视博物馆相关要
求的家长还是少数，就记者身边
而言，大多数人带孩子去博物馆
都压力山大。前脚叮嘱过孩子，
扭头他们就忘了；想看仔细展
品，还得用余光不断瞄着孩子；
想说他几句，又怕影响到别人，
可谓是左右为难。

熊孩子“显威”“梦幻城堡”被撞碎
博物馆成了“不文明”高发地，网友：熊孩子到底谁能治？
□策划统筹：刘惠杰 任华飞 执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弋 实习生 王柏涵 文图

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被人写下到此一游、武汉自然博物馆的蝴蝶标本被撕掉翅膀、估
价2500万港币的任伯年1889年所作花鸟四屏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在佳士得香港春拍预展
时遭到撕毁……许多网友感叹，“熊孩子”已经成为博物馆头号破坏者。

就在日前，又有熊孩子在上海玻璃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上惹了大祸，撞碎了一个纯玻璃制
品的“梦幻城堡”，遭到网友口诛笔伐，甚至部分网友态度很坚决，“就不该带孩子来博物馆！”

“熊孩子”屡次“犯事儿”，急归急，但不让“熊孩子”去博物馆也并非良策，更不现实。那
么，如网友所问，“熊孩子”到底谁能治？

郑州博物馆副馆长
孙歌华的朋友圈也被梦
幻城堡被破坏一事刷了
屏，问及此事，她言语中
透露着无奈，“无奈，作为
孩子的家长，的确要负很
大责任。”她告诉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在她看
来，除家长外，涉事博物
馆在管理上也有不足。

孙歌华介绍说，郑州
博物馆绝大部分的展览
都要入柜展览，有的展品
需设立在展厅中央的独
立展柜，就要对展柜底座
进行额外加固。此外，重
点展品旁边一定会有安
保人员专门照看，不仅有
固定岗，还有巡视岗，此

外展厅也有许多志愿者，
能够保证有足够的人手
来呵护展品安全。不仅
如此，覆盖 360°的监控
设施也是安保重要的一
环，如果有威胁到展品安
全的苗头，监控室第一时
间就会发现，会用对讲机
呼叫最近的保安。

孩子在商场乱摸东
西的时候，家长们还会阻
止一下，怎么到博物馆就
不闻不问了呢？一些露
天展览的石刻，总有人会
靠近摸一摸，有些石刻都
被磨得发亮，上面细小的
花纹和彩绘也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损伤，因此提高
市民素质才是最重要的。

arribas
为了庆祝世界博物馆日暨上海玻璃博物馆五周年庆典，特邀请Arribas Brothers玻璃的家

族传人Miguel Arribas打造了一座巨型迪士尼城堡建筑群玻璃模型，据称价值超过7万美元。
Arribas Brothers玻璃自1967年便开始与迪士尼合作，是迪士尼乐园的御用玻璃品牌，为

全世界的迪士尼乐园打造玩偶、饰品、城堡等玻璃制品。

复旦大学博物馆馆
长郑奕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曾建议，到访博物馆
前，家长要与孩子一起制
定参观计划，让孩子也参
与其中，从而激发他们的
兴趣与热情。北京自然
博物馆也建议家长在带
着孩子参观博物馆时“三
开、一关、要带上”——打
开眼睛、打开耳朵、打开
大脑，关闭嘴巴，带上纸
笔。观察“这是什么”；发
现“这里有意思”；思考

“为什么这样”；倾听“寻
找答案”；最后是分享，以
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

当孩子进到博物馆，
应该如何遵守观展规定，
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
即便是在公共场合，也有
哪些不成文的规定需要
遵守？这些普世价值的
教育，应当随着老师的课
堂教育，润物细无声地传
达到每个孩子身上。作
为“直接受害者”的馆方，
除了必要的提示与警告
外，还应有必要的安保和
技术保护，在既不影响观
展的前提下确保展品的
安全。此番上海玻璃博
物馆展品在7年内两次遭
到损坏，就是前车之鉴。

博物馆面对“熊孩子”考题，有何解法？

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奕

郑州博物馆副馆长孙歌华

洛阳博物馆宣教部
副主任胡寅看来，对游客
的一些硬性规定同样重
要，例如在安检环节，摄
影用的三脚架、有腐蚀性
的物品包括颜料统统不
许带，也不允许吃东西。

“三脚架是钝器，保不齐
一失手就会砸坏展柜，只
能通过规定来限制参观
人的行为。”

此 外 ，胡 寅 告 诉 记
者，洛阳博物馆要求，未

成年人进馆必须有监护
人跟随。如果是学校组
织学生前来参观，馆方对
带队老师也要进行提前
培训，从而最大力度规范
孩子们的行为，同时要与
老师签订责任保证书。

“从洛博开馆到现在，还
没有毁损文物的情况发
生，我觉得这和全社会对
文物保护的意识提高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洛阳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胡寅

链接

梦幻城堡被撞碎前 梦幻城堡被撞碎

某家长给博物馆的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