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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四川甘孜山地旅游文化节欢迎您
2019.05.19 四川·丹巴

5 月 7 日双色球第 19052 期开奖
井喷 153 注 511 万元一等奖，其中肇
庆中出 2 注，分别落户端州区前进南
鼎湖新村三区一栋21卡的44170111
投注站和高要南岸和平路盈峰家园
56号商铺的44170639投注站。

让人惊讶的是，两张一等奖彩票
就像一对双胞胎，都是10元“6+5”复
式彩票，选的号码也是一模一样。正当
大家都猜测中奖者为同一人时，两位幸
运儿先后现身办理兑奖手续，证实两张

“双胞胎”彩票分别出自两人手笔。
守号一年多终中奖
5月9日下午，其中一张中奖彩票

的持有者李先生(化名)在家人的陪同
下现身，他表示自己只中了一注，另一
注并不是自己所中的。

据了解，李先生是双色球的忠实
粉丝，购彩有很多年时间了，不过都只
是偶尔路过投注站的时候才买几注，
并不是每期都会买。

李先生表示，会根据往期开奖号
码结合自己的购彩经验和直觉进行投

注，平时也喜欢专挑一些奇葩的“怪
号”来守，这次为他摘得511万元大奖
的这组号码是守号一年多中得的。李
先生高兴地分享道:“这是我以前买彩
票时研究出来的一组号码,红球和蓝
球前区和中区都是等差数列，后来就
一直守号,从来没换过。”

谈到奖金的规划,李先生表示,家
里“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还是比
较大的，奖金先用于为家人购买社保，
余下的用于改善家庭生活环境。

随手写下心水号码
5月10日上午，另一名中奖幸运儿小

刘(化名)到肇庆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
续。据了解，小刘是一名90后，购彩时间
有两年多，平时也喜欢追号，不过这次中
奖的号码是购彩时随手写下的心水号码。

开奖后，小刘并未第一时间查询
开奖号码，而是等到下一期再去购彩时
顺便让销售员过机核对才发现的。“销
售员看完就悄悄地说我中了头奖，让我
去中心兑奖。”反复核对几遍后，小刘还
是不太相信自己中了大奖，直到兑奖才
确认,“我觉得中奖是个随机的事件，摆
正心态以平常心对待就好了。”

甘孜福彩视窗
双色球2019055期开奖号码：01 06 11 15 19 31 10
3D 2019127期开奖号码：7 5 8
七乐彩2019054期开奖号码：06 10 11 15 16 22 29 21

怪事！“双胞胎”彩票中奖者不是一个人
来源：四川福彩 编辑：甘孜福彩

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恩格斯说过；“纯数学是以现实世
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这是非常
现实的资料——为对象的”小学数学
属于初等数学的范畴，它揭示的是现
实世界中最简单的数量关系和几何形
体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仍
具有数学应有的基本特点，即抽象性、
严密的逻辑性和应用的广泛性。

根据数学基础知识的基本特点，
结合现实世界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有机的结合教材内容，引导民族学生
从实际生活中找出与数学知识相关的
内容，去理解所学的数学知识，同时引
导学生把所学的数学基础知识运用到
实际中，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创设良好的学习情景，激发少数
民族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激发人们自主学习的内动
力，老师只有通过各种途径来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才能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教学“小数的意
义”内容时，首先让学生到现实世界中

去寻找小数，然后再让学生动手量一
量课桌和黑板的长度，再让学生讨论，
如何用小数表示课桌和黑板的长度，
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他
们的求知欲。又如在教学“求近似数”
时，让学生做卖柿子的游戏，在讲台上
放了六至七斤的柿子，让一名同学扮
演售货员，其他同学扮演买主，前面来
购买，柿子每斤0.35元，学生所购买的
斤数不同，当学生提出没有分币，这个
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时，老师指导学生
讨论，从而点明课题——求近似数，让
学生在有趣的情境下学习，才有主动
积极的状态，真正学到数学基础知识。
课上完时，老师又拿出一张存单说：

“这张存单到期连本带利共 2048.576
元，你们想一想按我们现在人民币的
面值，实际能拿到多少元呢？”让学生
知道数学是从现实中来，最终又回到
现实中，人的一切活动离不开数学，数
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必不可
少的重要工具。

遵循小学生的思维特点去教学
数学知识应有很强的抽象性，根据

这一特点，在教学几何知识时，先拿出几
样与几何图形相关的实物，让学生动手
摸一摸、看一看，这些几何图形的形状，
再让他们说一说，在他们身边有哪些几
何图形。特别是教学周长知识时，要让学
生用手摸一摸教室的长度，感觉一下周
长所在的位置。教学表面积知识时，也同
样要让给学生感受表面的特征，让学生
从具体实物的基础上，去认识抽象的几
何图形。在教学计算周长、面积和体积的
方法和计算公式时，也要让学生与具体
事物相联系。比如，让学生带一个圆柱体
的容器，同学之间相互合作，量一量相关
数据，并引导学习生利用公式，计算圆柱
体容器的底面积，表面积和体积等。

在教学中，既要根据学生的思维
特点进行教学，又要鼓励学生大胆的
实践，敢于创新。

采用迁移方式，挖掘知识间的内
在联系

小学数学的教学具有连贯性,系
统严密性，逻辑性强的特点，在教学
中，要善于利用迁移的方法，进行新课
方面的过度。比如，在教学数学比的基
本性质时，就应帮助学生复习分数的
基本性质和商不变的性质，这样不仅
能让学生清楚的认识三种性质的联系
和区分，而且也加深了学生对除法分
数和比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教学三角
形的内角和时，要与平角的度数紧紧
相联系。

总之，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采用
适合少数民族学生年龄特征的教学方
式，积极营造有趣的学习情景，让学生
积极主动的学习，便于培养学生的动手
操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浅谈民族地区小学数学教学
◎丹巴县巴底镇小学校 曹永林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为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甘
孜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变
化，展望新时代全州经济社会发
展的美好愿景，繁荣文艺创作，丰
富广大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将举
办“甘孜州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书画作品展”。现面向全州公开
征集书画作品。

一、主办单位：中共甘孜州
委宣传部、甘孜州文联、甘孜日
报社。

二、承办单位：甘孜州书法家
协会。

三、作品征集要求
（一）注重价值引领，反映新

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
九大以来我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巨大成就。

（二）书法（藏文书法、汉文书
法）、美术作品（只收国画）一律为
4 尺宣纸，竖幅，不收横幅及其他

纸张作品。
（三）选送作品背面右下角

（或另附纸）用铅笔正楷注明作
者 姓 名（勿 用 别 名 、笔 名）、性
别、年龄以及联系地址、电话。
书法篆、草体作品请附释文，注
明出处。

（四）无须装裱，只交软件。
四、征稿时间
征稿截止时间：2019 年 7 月

31日。请于7月20——30日集中
交稿。

五、收件地址及联系人
（一）寄送地址：
康定市建设路249号
邮编：626000
（二）收件人：
陈开明 13330791287
曾义亮 13086353807
（三）活动咨询：
钟 键 18015786989

2019年5月15日

甘孜州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书画作品展征稿启事

遗失启事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二工程有

限公司猴子岩水电站开顶滑坡段
项目部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甘孜分行开立的印鉴卡，账号：
51050163600000532，印鉴卡编
号为：510000827038遗失作废。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二工程有
限公司猴子岩水电站开顶滑坡段
项目部

四川省佛教协会发藏传佛教
教职人员证，编号为：513323212
00255遗失作废。

岳慧
公章“康定大康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编号为：5133219002318
遗失作废。

康定大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康定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513321600089623遗失作废。

康定市情歌商场陈和邓女装店
康定市国家税务局发税务登

记证正本，川国税字康51332119
840820002001遗失作废。

康定市情歌商场陈和邓女装店
康定市地方税务局发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1343419820
302181901遗失作废。

艾波
公章“新龙县博美乡人民政

府”无编号遗失作废。
新龙县博美乡人民政府

甘孜州永鑫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甘孜分行开立的银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571001040011246，
核准号：J6810000247901）遗失
作废。

甘孜州永鑫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

稻城县人民医院发出生证
明，编号为：O510365627 遗失作
废。

德西次姆
社保卡，编号为：00413170

遗失作废。
甘孜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

限公司炉霍信用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