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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6623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46期中奖号码
1 6 8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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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140元，中奖
总金额为282603元。

中奖注数
6 注

471 注
7834 注

658 注
625 注

47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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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192元。

中奖注数
506 注

0 注
1154 注

中奖号码：7 9 1“排列3”第21046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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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5”第21046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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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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2 16 17 24 28 29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344519 元
96960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6 注
104 注

263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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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877 注
16740762 注

0 注
4 注

100 注
5311 注

80515 注
723024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19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164144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6170310元。

全国开出4注一等奖

当期全国开出4注一等奖。4
注均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分别落于北京丰台、浙江宁波、
山东济宁和宁夏吴忠东区。

当期，二等奖中出176注，单注
奖金5.24万元。其中29注为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4.19万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9.43 万
元。三等奖中出590注，单注奖金为
10000元。四等奖中出972注，单注
奖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出27825
注，单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出
25706注，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
奖中出67139注，单注奖金为100
元。八等奖中出874094注，单注奖
金为 15元。九等奖开出 8178928
注，单注奖金为5元。奖池方面，当
期开奖结束后，9.86亿元滚存至2
月27日（周六）开奖的第21021期。

体彩公益金支持北京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
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
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
精神的重要契机。作为体育事业支

柱型资金来源的体育彩票公益金，
在支持冰雪运动发展的过程中默
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透过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本
级彩票公益金使用公告可以看到，
体彩公益金在使用过程中，加大了
对地方用于冬季奥运会重点项目
的场地设施支持力度，着力提升和
改善科学训练条件。吉林松原市冰
上运动中心、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
雪场、黑龙江亚布力体育训练基
地、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青
海多巴高原体育训练基地等专业
的冰雪运动场馆设施建设的背后
都有体彩公益金的身影。

自1995年起，体彩公益金就成
为“奥运争光计划”的资金保障之
一。近些年，中国运动员一再刷新
冰雪运动成绩，这些成绩的背后离
不开运动员、教练员、管理人员的
通力合作，都有体彩公益金的默默
支持。从冬奥相约北京的那一刻
起，汇聚了万千爱心的体彩公益
金，便为冰雪运动的蓬勃发展及冬
奥健儿的精彩绽放持续贡献力量。

三款牛年生肖即开票的头奖
设置丰厚，中奖机会多，让购彩者
邂逅幸运、收获惊喜。 中体

体彩大乐透开出4注一等奖
当期筹集彩票公益金9586万元

2月24日，体彩大乐透第21020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7、21、22、30、33”，后区开出号码“04、06”。当期全国销
量为2.66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586万元。

本报讯 2月 25日，河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元宵节消费提
示，提醒消费者应安全选购、合理
食用、科学储藏节令食品元宵（汤
圆），选购谨记“查”“看”“闻”。

查标签。选购元宵（汤圆）时，
要到超市等正规食品销售场所，选
择信誉好、质量稳定的知名品牌，
并仔细查看包装上食品标签内容
是否齐全。着重查看食品名称、配
料表、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
（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
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
号等项目。不购买或食用无标签

或标签信息不全、内容不清晰，掩
盖、补印或篡改标示的元宵（汤
圆）。

看外观。质量好的元宵（汤
圆），色泽均匀，外形基本圆正，大
小基本一致，不露馅，不裂口，无肉
眼可见杂质。若出现色泽暗淡、发
灰、霉斑、糯米粉变红（配有红色粉
料除外）等情况则说明糯米粉品质
不佳或者存放时间过长。

闻气味。选购散装元宵（汤
圆），在观察外观的同时，还可以闻
一闻味道。质量较好的元宵（汤
圆）应有糯米粉和馅料的香气，而
不能有霉味、酸败、哈喇等异味。

本报讯 元宵节因其重要的文化内
涵，不仅成为文人墨客钟爱的题材，也衍
生出很多元宵节的民俗文化。河南地区
有哪些元宵节民俗，如何看待现在越来
越淡的元宵节民俗活动？2月25日，顶
端新闻·大河报记者采访了相关民俗专
家，以此得到更加权威的答案。

河南省文学院一级作家、河南省民
俗学会副会长孟宪明介绍，汤圆是南方
人的叫法，北方在元宵节吃的是元宵，首
先是做法不同，元宵是用糯米面制作的，
像滚雪球那样一层层滚出来的，而汤圆
是包出来的，“还有口味的问题，北方人
很少吃咸的汤圆，但南方有肉馅汤圆，”
孟宪明说，“不过这些区别都是大同小异
的细节，元宵节是汉族人民盛大节日的
传承。”

除了吃元宵，元宵节还有很多民俗
文化，孟宪明介绍，最突出的是扎灯笼，
以前从正月十四就开始扎灯笼了，到了
正月十五这一天，所有的孩子都要把自
己的灯笼拿出来，“不像现在大家都是买
灯笼，过去的灯笼都是自己扎的，做舅舅
的还要特别给外甥送灯。”

打秋千也是元宵节的传统民俗，在
中国北方和淮河流域一带，一过正月初
十，人们就开始在村街口开阔处和自家
院内搭起高低不同的秋千架。

孟宪明还特别介绍了“送灯”，所谓
送灯就是大家用面和油做出灯台的样

子，放在门口叫送灯，民间传说，正月十
七是老鼠嫁女的日子，这些是给老鼠准
备的东西，人们就提前两天给老鼠准备
好灯油和面，如果没人要，老鼠就拉走
了。

送灯还有一层送“孩儿灯”的意思，
在元宵节前，娘家送花灯给新嫁的女儿
家，以求添丁，因为“灯”与“丁”谐音，希
望女儿婚后吉星高照，早生贵子，如果女
儿怀孕，除了送大宫灯外，还要送一两对
小灯笼，祝愿女儿孕期平安。

民间社火也是元宵节重要的民俗活
动，社火是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
秧歌等的通称。孟宪明介绍，社火是集
体参加的节目，也是元宵节最热闹的活
动。

猜灯谜是元宵节独有的传统民俗，
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作为文化大省，
河南各地不但有类型多样的灯谜活动、
灯谜创作，还进行了专业的灯谜研究，创
办了专业的灯谜刊物，其中“安阳灯谜”
还是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上了年纪的人会感觉现在的年味越
来越淡，年轻人也对春节、元宵节等民俗
文化的感受不深，如何传承民俗文化？
孟宪明认为要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在
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恢复传统文化的
形式感和仪式感，人们也会在各种民俗
文化中投入到更多情感，人们情感交汇
才是节日的真正意义。

本报讯 黑芝麻、核桃、山楂、五仁
……手工磨的糯米粉，再一点点裹上馅，
圆圆的手工传统元宵，象征着团圆，吸引
着大批市民前来排队购买。

在郑州街头，哪些地方可以购买到
好吃的元宵？元宵节前一天，顶端新闻·
大河报记者为您打探。

2月25日上午，记者来到了郑州管
城区北顺城街探访，这一条街是单行道，
路两侧有很多家销售元宵的门店。

其中最火的莫过于北顺城街和西大
街交叉口附近的刘家元宵。记者注意

到，玻璃柜台内摆放着多种馅的元宵，里
面五六个店员在忙碌，挑选元宵、打包、
称秤。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约
有几十个人。

一名前来购买元宵的顾客介绍，以
前就听说此处元宵好吃，上午就早早地
过来了，没想到这么受欢迎，人很多还是
排到了后面。

除了刘家元宵畅销外，北顺城街上
流动摊位开封丹记石磨元宵也很受市民
欢迎，这里稍微比门店便宜一点，同样前
面也排起了长队。

在西大街上，一家销售元宵的门店
热闹非凡，很多人前来购买。负责人告
诉记者，当天上午卖了约有一百斤，最受
欢迎的还数黑芝麻馅的。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门店及流动摊
贩外，也有酒店门口摆放元宵的，供市民
挑选。

那么，大型商超销售元宵的情况如
何？在丹尼斯东明路店，元宵已经开始
促销了，很多顾客前来购买。

在农业路上的华润万家超市，记者
探访时未发现有散装元宵销售，问起工
作人员，对方拿着成袋的汤圆说：“元宵
就是汤圆，汤圆就是元宵。”

除了吃元宵，元宵节民俗文化知多少？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峰

郑州哪儿能买到好吃的元宵？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吕高见 文 张琮 摄影

苏记元宵，在郑州国棉四厂家属院
里面，之前是个小平房，在这里有三四十
年之久，多数顾客会慕名而来。

丹记元宵，是一个小摊，位置在商城
路与管城街交叉口向西30米路南附近，
市民经过那里，一般都能看到丹记元宵。

刘家元宵，在北顺城街和西大街交
叉口附近，远近闻名。有顾客说，他家黑
芝麻元宵吃起来馅大皮薄、软糯香甜、满

口留香值得一试。
赵家元宵，在郑州北大清真寺附近，

有十多种口味，味道极佳，受市民青睐。
此外，还有国基路瑞景花园附近徐

记水磨元宵，二七路的老店广酒元宵，
丰乐路与跃进路交叉口附近的王记老式
手工元宵，花园路附近的花之味元宵，
陇海市场李记老式水磨元宵，荥阳市宁
波元宵……

【记者帮忙】向您推荐几种好吃的元宵

选购汤圆谨记“查”“看”“闻”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书贞

这家元宵店的工作人员正在忙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