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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 6月 10日，电
影先驱卢米埃尔兄弟拍摄
了短片《水浇园丁》，尽管全
片只有49秒，却是纪实电
影的鼻祖。

短短11天后，当时的
招贴画艺术家奥祖尔·马瑟
琳，通过截取电影中水浇园
丁的画面设计了一张电影
海报。这张海报自问世至
今已有124年，是世界上现
存最古老的电影海报。从
那天起，海报逐渐成为电影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走进了
大众视野。

一部片子对应一张海
报，那么集齐6万余张电影
海报至少需要6万部电影，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来自
登封的收藏家高万忠给出
了他的答案：31年。

9月 17日，由 2020年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35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执委会
主办的中国经典电影海报
民间收藏展在郑州升达艺
术馆拉开帷幕，共有200多
张经典电影海报展出。

“这次展览，我共带来

了经典海报200多张，只是
我收藏电影海报的冰山一
角。我从1989年开始收藏
电影海报，至今已有 31
年。”高万忠说。

高万忠告诉记者，他收
藏的上世纪 50 年代的海
报，绝大部分都是从北京和
上海的老电影厂收来的，90
年代以后的海报则是从全
国各地电影院买来的。

海报收得多了，高万忠
也成了“电影圈”中的名人：
2005年，他的藏品在三亚
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上展览；中国电
影博物馆开幕，他也做过展
览；他的海报也曾远渡重
洋，在法国和俄罗斯展览。

“听闻2020年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在郑州举办，我便
提前与执委会联系，希望能
在家门口进行展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从执委会了解到，此次海
报展共展出200张不同时
期的经典电影海报，展览时
间9月17日至9月26日，市
民可前往免费参观。

在出土的青铜器中发现残
存食物或酒早已不是什么新鲜
事，然而来自两千年前的“西汉
药酒”，你听说过吗？

今年5月27日，本报AⅠ·
12版以《真的是一只2000多
年前就飞到这里的天鹅吗？》为
题，报道了位于三门峡的一处
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尊青铜鹅
首壶一事。消息登出，立刻冲
上了微博热搜，青铜鹅首壶的
问世，证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
的西汉时期，天鹅就已经开始
频繁光顾如今有着“天鹅之城”
美誉的三门峡。

据当时的报道显示，这尊
青铜鹅首壶中还保存着近
3000毫升的“不明液体”，重达
6斤有余，足以装满两个1.5升
的大可乐瓶！

瓶中的“不明液体”究竟是

什么？网友议论纷纷。有网友
猜测，按照以前的考古结论推
断，可能是两千多年前的美酒；
也有网友认为是陈年的地下水
……

好了，大家请收起脑洞，让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9月17日，

“不明液体”的成分已经被实锤
了！

9月17日下午，据三门峡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官方微博消
息，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
人类学系教授杨益民与韩宾博
士通过一系列的科技手段对壶
内液体样品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样品为西汉早期古酒，同时
加入发灰和植物灰，与长沙马
王堆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
中的记载颇为相符，是可以止
血消炎的药酒。

杨益民在接受国内媒体采

访时表示，他们正在对液体继
续开展碳氮同位素、植物微体
化石、蛋白质组学等分析，以期
获取更多的原料、制作工艺和
功用信息。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郑立超也从鹅首壶的结构
出发侧面证实了这一说法：“当
时的壶首多呈蒜头状，鹅首曲
颈造型颇具个性，实属罕见。
根据液体的检测报告，此壶应
该是酒器，可从壶顶小孔倒出
美酒。”

结论一出，网友炸了锅，
“千年酒没少见，千年药酒头回
见，泡了几千年，药效应该可以
成仙吧？”“看酒的颜色是黑色，
说是加了发灰，这就是绕口令
中的‘药酒加发灰挥发会发黑’
吗？”“这才是你能品味到的历
史！”

人人都羡慕一等奖的大奖
得主，其实每位中奖者都有属
于自己的精彩。近日，两位大
乐透二等奖得主领走幸运大奖
的同时，分享了他们的中奖经
历。

小伙追加倍投揽百万奖
金 领完奖先买房

9月7日，郑州小伙李先生
（化名）凭借一张6倍追加投注
的大乐透彩票，幸运中得6注
追加二等奖，总奖金高达144
万元。

数据显示，在体彩大乐透
第20086期中，全国共开出95
注二等奖，二等奖单注奖金为
13.35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高达24.03万余元。

李先生就是其中6注大乐
透追加二等奖的得主，他的中
奖彩票出自郑州市惠济区花园
口 镇 三 期 对 面 的 郑 州 市
4101085076体彩实体店。

据介绍，李先生是个 90
后，购买体育彩票有三四年时
间了，一开始是看到朋友购买，
他觉得有趣，而且认识到买彩票
也是做公益，就跟着一起买。说
到这次自己选号技巧，小李笑着
说：“我平时喜欢买大乐透和排
列3，号码都是自己选，不看走势
图，选号全看感觉”。

李先生的这张彩票因为采
用了追加投注，多得奖金64万
余元。领完奖说到奖金用途
时，小李说现在这个年龄还没
房子，计划先买房，兑完奖就看
房去！

大爷复式投注中大奖 奖
金给孙子做教育基金

另一位中奖者，河南商丘
购彩者李大爷（化名）在老伴的
陪同下现身商丘体彩分中心，
领走大乐透13.7万元奖金。

9月12日，在体彩大乐透
第20088期开奖中，李大爷凭

借一张 6+2复式票，投入 12
元，中得当期二等奖1注和几
注固定奖，单票奖金13.7万元。

据介绍，李大爷是一位老
购彩者了，前几天，他们老两口
买菜路过彩票店，一时兴起想
用孙子的出生日期随意组合一
组号码投注大乐透，老伴一听，
觉得可以，就花12元买了一张
彩票。

“开奖后，我就知道中奖
了，内心是很激动的。”对于
奖金的用途，李大爷说，自己
年纪大了，准备花两三万买
一辆老年电动车，这样老两
口以后接送孙子上幼儿园方
便，其余的就给孙子作为教
育基金。

李大爷最后还表示:“自
从看到体彩票面上标注每期为
公益事业贡献了多少钱后，每
次买完体育彩票都有一种自豪
感。我们家今后还会继续购买
体彩大乐透，继续为公益做贡
献。” 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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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62398元，中奖
总金额为166786元。

中奖注数
3 注

249注
3799注
203 注
209注
25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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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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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每注金额

1601 09 11 12 16 19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771891 元
2030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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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21748278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20867867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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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558元。

中奖注数
1012 注

0注
740注

中奖号码：4 1 8“排列3”第20211期中奖号码

4 6 3
“排列5”第20211期中奖号码

4 6 3 6 1

喜获体彩大奖 奖金各有安排

收集6万余张电影海报
需要多长时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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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青铜壶里的残留液体是啥
被证实系两千年前药酒，古酒加入了发灰和植物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弋 房琳

青铜鹅首壶与“西汉药酒”@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官博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