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墙新漆，二层洋楼，故作古朴的

水泥砖瓦，木雕屏风，这就是我幼年学

习国学的地方。

我的第一位国学老师，我只知道

他姓徐，二十五六岁，高高的个子，肤

色黝黑润泽，面容忠厚温静，宽实的肩

膀，健硕的胸膛，比例正好的上下半

身，常穿黑色亚麻中山装，特别好看。

徐老师的声音与《论语》相称，他

诵读时声如洪钟，雄浑广阔，将声音和

文字调和得恰到异妙之处，有摄人心

魄的魅力。平日里说话，常作威严地

柔声细语。那时的我痴醉于这类魅

力，这种庄严。因为徐老师知道儒学

的义理不是一个幼稚的孩子可以明白

的，故他在扬声诵读时默许了年幼的

我纯粹而美好的心不在焉。

但徐老师在要求我背诵，我却支

支吾吾背不出来时，便要罚我了。所

谓罚，只是用一根筷子打手心，“啪”轻

轻的一下，干脆利落，恰到好处的“疼

痛”。即便手上用劲，徐老师的脸也绝

不呈狰狞发狠状，仍是严肃斯文，面带

不忍，眼睛不看我，看我的手，情深意

切之至，令我羞愧难当。

我暗暗发誓不再捣乱、顽皮了。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数日，

我又不认真听课，不背书，拿着虫子吓

女生，偷跑进食堂舀糖吃⋯⋯如此反

复，我倒莫名地越来越亲近徐老师

了。他的一言一行、一觞一咏、一饮一

酌，所有生活的细枝末节，都让我耳濡

目染，暗暗效仿。

人的礼貌教养由内而外，人格的

光芒是无法被遮掩的。他的威严中荡

出的丝丝谦逊温润，一如孔子温而厉，

威而不猛，恭而安，至今仍借着回忆使

我警觉振作。

好在哪里：

作者的细节描绘让徐老师的形象

跃然纸上:黑健硕，声如洪钟，严厉中

又带着温和。本文雅俗兼具，《论语》

中的句子信手拈来，更好地表现了老

师的形象，也体现了作者

的国学功底。

指导老师：陈华月

我的国学老师
王骁 温州市龙港中学高一(11)班

我的国学老师
王骁 温州市龙港中学高一(1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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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分明》

杭州胜利实验学校

304班 王钰颖 绘

快来投稿吧

让好作文到

“碗”里来，

有专业老师

点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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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哪里：

这篇作文的灵感来自

于一份九年级语文试卷：

“结合表现分析孙悟空的

心灵成长”。

文章的标题大胆创

新，把众所周知的孙悟空

“七十二变”改用作“七十

三变”。

文章的内容选了耳熟

能详的故事情节，前后对

比分析，突出了人物形象

的显著变化。

真好。留心一闪念的

灵感，并坚持发展下去，这

就为作文的创作源头引进

了新鲜的活水。要相信，

小想法是会有大价值的。

指导老师：许海英

因为“了不得的猴哥”一直是我的

最爱，所以吴承恩的《西游记》被我读了

一遍又一遍。

常读常新。以前，我痴迷于孙悟空

的七十二般变化术和筋斗云等一身本

领。现在，我又被猴哥的第七十三变深

深吸引。

在通往西天的漫漫取经路上，猴哥

的心智在悄然变化：他从蛮不讲理变得

通情达理，从粗鲁蛮缠变得善用智慧。

比如，在《西游记》第 2 回中，猴哥

兴冲冲下到海底向老龙王索要兵器披

挂不成，就不依不饶地威胁龙王，在别

人家翻天覆地。幸得海龙王宽宏大量

愿意息事宁人，才让他拿走了如意金

箍棒。那时的猴哥，遇到拒绝时是胡

搅蛮缠一阵大闹的。到第 59 回，向铁

扇公主借芭蕉扇时，猴哥也被拒绝，但

他这时的表现和在龙宫时已然不同。

一计不成，不妨换一计；这条道路走不

通，那就试另一条路。孙悟空不急不

躁，显示了非凡的耐心。同样是被人

拒绝，孙悟空从蛮不讲理到讲求谋略，

心智上有了巨大的变化，猴哥变成熟

了。

再看，《西游记》第 27 回《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那时候的猴哥屡遭师傅

误解，他不能够消除误会，最终落得被

师傅驱逐出团队，灰溜溜回到了花果

山。到了第 57 回，由于假美猴王六耳

猕猴的出现，真猴哥再次被人误解。

可这次，他除了替自己百般辩解之外，

还先后请观音、玉帝、唐僧、地藏王、如

来佛祖等来帮助自己辨明真身。同样

是被人误解，后期的孙悟空目标更坚

定了、处理人情更通达了、办事能力更

老练了。

由此可见，《西游记》一书中，前后

不同时期的猴哥是有变化的。孙悟空

的这第七十三种变化不是从菩提祖师

那里习得的，而是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修

炼进化的，他最终能取得真经与自身的

这一变化也有分不开的关系。

我由此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我顽

劣任性，做事没有责任心，现在，我要像

猴哥的第七十三变那样，修心养性，让

自身成长变化。

孙悟空的七十三变
金彤彤 丽水市莲都区括苍中学905班

这里有一个新少年

作文社群，正在向你

挥手！这是专为浙

江省内外中小学生

建立的写作交流平

台，不仅有范文，还

会有专业点评。你

的原创作文、绘画、

摄影和音视频等作

品，都可以在这里上

传并发布。

快扫二维码下载小

时 新 闻 APP 并 注

册，在首页帮帮团栏

目的群组中关注“新

少年作文”，就可以

上传你的佳作啦！

嗨，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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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基本号 （●）         特别号（★） 

08 12 15 17 19 21 24  05 

 

奖池累计 0 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0年 10月 16日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一等奖 ●●●●●●● 1 注 1283384元/注 

二等奖 ●●●●●●★ 22 注 8333元/注 

三等奖 ●●●●●● 279 注 1314元/注 

四等奖 ●●●●●★ 1572注 200 元/注 

五等奖 ●●●●● 9534注 50 元/注 

六等奖 ●●●●★ 22454注 10 元/注 

七等奖 ●●●● 101119注 5 元/注 

 福彩“15 选 5” 

 

第 2020237 期             投注总额 582572 元 

 

中奖号码 (无需排序)                    

 

                                                                                                                                             

奖池累计 601162 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0 年 10 月 16 日 

06 09 10 11 15 

 奖   级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   金 

特等奖 中 5 连 4 0 0 元/注 

一等奖 5 个号全中 42 4991元/注 

二等奖 中任意 4个号 3290 10 元/注 

 福 彩 3D    
第 2020237 期 

     中奖号码： 3 9 6 
  

销售总额 59558058 元 

浙江省销售 3400870 元，返奖额 729058 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0 年 10 月 16 日 

 

 

奖  等 浙江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固定) 

直  选 407 1040 元 

组选 3 0 346 元 

组选 6 1738 173 元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 5104 元 

正选号码　　正选号码　　 特别号码特别号码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6+1第20101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0年年10月月16日日
本期销售金额：本期销售金额：1,685,300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3 6 0 0 3 0 　　　　8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特等奖特等奖 0注注 ---
一等奖一等奖 0注注 ---
二等奖二等奖 19注注 5,842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138注注 3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2,588注注 20元元
五等奖五等奖 35,516注注 5元元

39,811,123.1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0101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0年年10月月16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7,296,694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3 6 9 5 4 3 + 12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一等奖 2注注 5,000,000元元 10,000,0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22注注 46,293元元 1,018,446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48注注 3,000元元 144,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2,217注注 500元元 1,108,500元元
五等奖五等奖 34,756注注 30元元 1,042,680元元
六等奖六等奖 1,159,123注注 5元元 5,795,615元元
合计合计 1,196,168注注 --- 19,109,241元元

本期幸运奖中奖情况本期幸运奖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单注奖品单注奖品
应派发奖应派发奖
品品

幸运幸运6+1
奖奖

3 6 0 0 3 0 1注注 70000元元
油卡油卡

70,000元元
油卡油卡

幸运排列幸运排列
5奖奖 9 9 8 5 3 10注注 7000元油元油

卡卡
70,000元元
油卡油卡

注：7星彩开奖日（周二、五、日）19:00:01-20:00:00售出的7星彩
彩票，参与下一期“幸运6+1奖”。
60,864,391.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023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0年年10月月16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9,522,658元元,本省本省(区区、、市市)销售金额销售金额:1,619,170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9 9 8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投注方式 全国中奖注数全国中奖注数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直选直选 10,738注注 629注注 1,040元元
组选组选3 8,684注注 650注注 346元元
组选组选6 0注注 0注注 173元元

16,680,826.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023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0年年10月月16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306,512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9 9 8 5 3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一等奖 46注注 100,000元元 4,600,000元元

合计合计 46注注 --- 4,600,000元元

413,521,442.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85310536

胜利影城
《一点就到家》12:30/20:50
《夺冠》12:00/14:45/17:30/20:15
《我和我的家乡》
13:00/14:40/16:20/17:45/19:30
票房:87080142

浙江胜利剧院
杭州相声大会
时间：10月17日 19:30
票价：100元/150元
演出剧团：开心麻花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竞演州长》
时间：10月21日-24日 19:30 &

10月25日 14:00
票价：80 元/180 元/280 元/380 元/480 元/
580元/1180元 演出剧团：开心麻花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皇帝的新娘》
时间：10月27日-31日 19:30
票价：80 元/180 元/280 元/380 元/480 元/
580元/1180元

演出剧团：开心麻花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舞剧《青衣》杭州站
演出时间：2020年10月24日19:30
演出票价：580、380、280、180、80元
演出人员：王亚彬等

演出剧目：谢欣舞蹈剧场作品舞剧《未知》
演出时间：2020年10月31日14:30、19:30
演出票价：580、380、280、180、80元
演出剧团：谢欣舞蹈剧场

演出剧目：音乐剧《魔女宅急便》
演出时间：2020年11月21日14:00、19:30
演出票价：580、480、380、280、180、100元
演出人员：黄子弘凡等

2020年10月17日 星期六

福彩七乐彩 

 
第 2020103 期                    总销量 6846208 元                   

中奖号码:基本号 （●）         特别号（★） 

08 12 15 17 19 21 2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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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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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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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特等奖 0注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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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二等奖 19注注 5,842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138注注 3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2,588注注 20元元
五等奖五等奖 35,516注注 5元元

39,811,123.1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0101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0年年10月月16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7,296,694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3 6 9 5 4 3 + 12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一等奖 2注注 5,000,000元元 10,000,0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22注注 46,293元元 1,018,446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48注注 3,000元元 144,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2,217注注 500元元 1,108,500元元
五等奖五等奖 34,756注注 30元元 1,042,680元元
六等奖六等奖 1,159,123注注 5元元 5,795,615元元
合计合计 1,196,168注注 --- 19,109,241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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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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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奖奖 9 9 8 5 3 10注注 7000元油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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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元元
油卡油卡

注：7星彩开奖日（周二、五、日）19:00:01-20:00:00售出的7星彩
彩票，参与下一期“幸运6+1奖”。
60,864,391.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023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0年年10月月16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9,522,658元元,本省本省(区区、、市市)销售金额销售金额:1,619,170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9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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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注方式投注方式 全国中奖注数全国中奖注数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直选直选 10,738注注 629注注 1,040元元
组选组选3 8,684注注 650注注 346元元
组选组选6 0注注 0注注 173元元

16,680,826.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023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0年年10月月16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306,512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9 9 8 5 3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一等奖 46注注 100,000元元 4,600,000元元

合计合计 46注注 --- 4,600,000元元

413,521,442.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85310536

胜利影城
《一点就到家》12:30/20:50
《夺冠》12:00/14:45/17:30/20:15
《我和我的家乡》
13:00/14:40/16:20/17:45/19:30
票房:87080142

浙江胜利剧院
杭州相声大会
时间：10月17日 19:30
票价：100元/150元
演出剧团：开心麻花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竞演州长》
时间：10月21日-24日 19:30 &

10月25日 14:00
票价：80 元/180 元/280 元/380 元/480 元/
580元/1180元 演出剧团：开心麻花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皇帝的新娘》
时间：10月27日-31日 19:30
票价：80 元/180 元/280 元/380 元/480 元/
580元/1180元

演出剧团：开心麻花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舞剧《青衣》杭州站
演出时间：2020年10月24日19:30
演出票价：580、380、280、180、80元
演出人员：王亚彬等

演出剧目：谢欣舞蹈剧场作品舞剧《未知》
演出时间：2020年10月31日14:30、19:30
演出票价：580、380、280、180、80元
演出剧团：谢欣舞蹈剧场

演出剧目：音乐剧《魔女宅急便》
演出时间：2020年11月21日14:00、19:30
演出票价：580、480、380、280、180、100元
演出人员：黄子弘凡等

2020年10月17日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