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 责编 刘惠杰 美编 季枫

文化AⅠ·12

■电话 ■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新闻传真 (0371) 65796268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65796172 本期广告均有封闭边框及区域标识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439号 ■本报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 地址：郑州经开第三大街168号 ■订阅价：全年498元 ■零售价：每份2元

每注金额
2763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19期中奖号码
4 5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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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2 注

403 注
6736 注

376 注
284 注

16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86220 元，中奖总金额为

184890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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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764元。

中奖注数
494 注

0 注
1279 注

中奖号码：8 1 5
“排列3”第21019期中奖号码

2 5 2
“排列5”第21019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09期中奖号码

9 7 9 0 8 8 + 5

2 5 2 5 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0701 05 07 14 18 33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728131 元
216751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0元
0元
0 元

4 注
86 注

1307 注
74215 注

1420459 注
13589776 注

0注
0注
0注

0 注
0 注

75 注
3281 注

63990 注
624667 注

0注
0注
0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08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231628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644435元。

一等奖特别奖
一等奖普惠奖
六等奖翻番奖

新7星彩百天之旅：不负期待 不负梦想

“数”说新7星彩
惊喜与爱同行

截至2021年1月17日，新7
星彩共开奖42期，通过9.4亿元
销量，筹集公益金3.47亿元，开出
一等奖21注，单注奖金全部达到
500万元的封顶规模。

这份不俗的“成绩单”，无疑
要归功于新7星彩更有吸引力的
游戏规则。首先，最明显的变化
当数选号方式，6+1的单注号码组
成方式，配合选中最后一位就有
奖的奖级设置变化，让中奖变得
更有可能性。以最能体现中奖

“普惠性”的六等奖为例，上市一
百天，新7星彩开出超3700万注
六等奖，让更多购彩者体验到中
奖的乐趣。此外，新7星彩选对对
应位置号码可中奖（无需连续），
并且部分奖级奖金有所提高，实
实在在为购彩者带去实惠，获得
了很多新老粉丝的推崇与喜爱。

每2元一注7星彩，其中有
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新7星
彩上市后的这一百天，是创造惊
喜的一百天，也是为公益贡献力
量，为更多梦想添彩的一百天。

新7星彩好评不断
为梦想添彩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受疫
情影响，各行各业都在进行一场
复工复产之战，而新7星彩的到
来，无疑为彩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和可能性，为代销者们增添了信
心。同时，新7星彩的选号方式
贴近生活，电话号码、车牌号、纪
念日等常见数字，都成为了购彩
者们开启幸运大门的密码。

100天，售出超1.2亿张7星
彩彩票，更多的购彩者感受到7
星彩游戏的魅力，不断有幸运儿
收获大奖小奖，受到代销者和购
彩者的交口称赞，新7星彩为大
众带来了更多实惠和更惊喜的
购彩体验。新7星彩应运而生，
求变、求新、求发展，为优化体育
彩票结构、提升购彩体验、筹集
彩票公益金做出了重要贡献。

百天，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仅
仅是个开始，在新7星彩的前进
旅途中也是如此，满载爱心与希
望的新7星彩，将在点亮梦想的
道路上继续前进，续航为梦想添
彩。 中体

1月19日是焕新而来的7星彩上市一百天的日子！上市一
百天以来，新7星彩全新演绎经典，奖金更高、中奖更容易、选中
最后一位就有奖，不断为购彩者带来惊喜和期待，更为梦想添彩。

它为什么被称为华夏第一塔？

嵩岳寺塔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塔，
但凭这是无法摘得“华夏第一塔”称号
的。据了解，嵩岳寺塔是嵩岳寺即北魏
闲居佛寺的主体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
古老、最优秀的砖塔。

唐人李邕就曾撰碑云：“十五层塔
者，后魏之所立也。发地四铺，而耸陵
空，八相而圆。方丈十二，户牖数百。”

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和刘敦桢
二位先生也称它“外轮廓轻快秀丽，全体
形范，十分雄健，局部比例亦能恰到好
处，是最高艺术造诣的表现和最伟大的
艺术品”。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更认
为，“其建筑结构、艺术造型等各个方面，
都堪称绝响和第一，且是古代唯一一座
十二边形、十五层塔的孤例”。

嵩岳寺塔不仅是北魏经典建筑中的
璀璨明星，更对后世及东亚邻国的塔类
建筑具有深远的影响，如西安唐代小雁
塔、日本元兴寺极乐坊五重小塔、韩国法
兴寺址七重密檐砖塔等，都能找到嵩岳
寺塔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嵩岳寺塔是世界上
最早的筒体结构建筑，这种结构直到十
九世纪才开始在西方现代建筑领域出
现，至今仍为高层建筑优先选择的结构
方式之一。据说上海金茂大厦就借鉴了
这个别出心裁的设计，第56层至塔顶层
的核心筒内便是净空高达142米的“空中
中庭”。

此外，郑东新区CBD的“大玉米”的
设计灵感也是来源于嵩岳寺塔。

一块塔砖为啥被检测出两种年代？

1961年，嵩岳寺塔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为进一步提高和增强文物建筑保护
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总结文物建筑保
护工程修缮经验，《嵩岳寺塔》便应运而
生。

该书是一本集勘察、修缮、考古发掘
等技术报告和学术研究的专著，也是迄
今最系统、全面研究嵩岳寺塔的著作。
全书分上、下两册，合计158万字。

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设计中
心副主任、《嵩岳寺塔》主编张高岭告诉
记者，研究嵩岳寺塔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它。现在人们看到的塔是不完整的，在
塔的底部其实还有一个台座被埋在地
下，如果想解决地宫墙返潮的问题，就要
先找到原来的老地面，把里面清理完才
能解决进水的问题，经过研究发现，这个

地宫在原地表之上，现地表之下，所以才
会进水。

在历史上，嵩岳寺塔的“年龄”一直
存在争议，除“北魏说”之外，还有学者认
为嵩岳寺塔始建于唐代，这究竟是怎么
回事？张高岭告诉记者，嵩岳寺塔的地
宫在唐代时经过修缮，并留有唐代题记，
但其题记残缺不易辨认，所以被一些学
者误认为是唐代或其他时期所重建，并
且有部分学者认为唐代佛塔下才出现地
宫，因此才产生争议。

2019年，张高岭从地宫里取下了一
块完整的砌砖送到上海博物院进行热释
光年代测定，经检测，这块砖砌到墙里面
的部分是北魏，暴露在外的部分是唐代
的，一块砖里外两种年代，着实令人意外。

“隋末唐初时由于兵乱，嵩岳寺塔发
生大火，裸露在外的塔砖受到了二次加
热，所以在热释光年代测定中被断定为
唐代。”张高岭说，“靠墙部分的砖没有受
到影响，所以我们将科学检测结果和史
料相结合，并与北魏砖墓和佛塔地宫的
比对分析，断定其是北魏始建原构，而非
其他年代建造。”

一座塔，在未来文旅融合中将
发挥怎样的作用？

嵩岳寺塔位于嵩岳之麓，四周被群
峰环绕，不仅如此，它还位于“天地之
中”，恰巧在郑州、开封、洛阳中间，可谓

“中中之中”。
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再加上

它显赫的声名，会在河南文旅融合中发
挥怎样的作用？

在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文
物局原局长、中国著名文物建筑保护专
家杨焕成先生看来，如果地处山西、北
京、江苏，嵩岳寺塔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
默默无闻的处境。

“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古建筑
最能表现风景名胜特色的就是古塔，这
句话讲的其实就是文旅融合，因为古塔
观赏性高，容易吸引游客前来观瞻，之前
也有很多国外友人看到嵩岳寺塔后啧啧
称赞。”杨焕成说，这说明嵩岳寺塔并不
缺少美，少的是对古塔文化的整合、策划
和打造。

杨焕成认为，黄河沿岸的古塔的数
量有很多，涵盖了北魏以来各个历史阶
段，可谓传承有序，恰巧嵩岳寺塔就是沿
黄古塔线上最璀璨的明珠，所以讲好黄
河沿岸古塔的故事，就是讲好黄河故事
的一部分，就像黄河沿岸的城市和大运
河沿岸的城市，这其实就是一条文化旅
游线，但是这个线如果打造不好，整合不
好，还是发展不起来。

1500岁的“华夏第一塔”还藏着哪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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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北魏宣武帝元恪令逸士冯亮与河南尹甄琛等人在嵩岳山麓
他的离宫旁，修建了一座奇特的十二边形塔，经过九年的营造，北魏正光元年（520年），
嵩岳寺塔“呱呱坠地”了，但提议修塔的元恪，此时已经西去四年。

元恪做梦也不会想到，历史的车轮没能让嵩岳寺塔消失在时光之中，时至今日，嵩
岳寺塔已经注视着脚下的这片中原大地1500年，成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塔，并有着“华
夏第一塔”的美誉。

1月19日，“纪念嵩岳寺塔创建1500周年暨《嵩岳寺塔》出版”座谈会在河南省文物
建筑保护研究院举行，来自河南省文物局、郑州市文物局以及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
院等单位的专家齐聚一堂，对嵩岳寺塔的研究及保护进行讨论，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
究院院长杨振威主持了此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