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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357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243期中奖号码
1 2 7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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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172元，中奖
总金额为167147元。

中奖注数
5 注

226 注
4214 注
210 注
175 注
2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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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 08 10 16 27 29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582593元
174550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9注
102注

2007注
95481注

1539145 注
14019697注

1注
3注

47注
3921 注
65459注

633989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104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213404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1855978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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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200元。

中奖注数
866 注

0 注
1200 注

中奖号码：2 5 8“排列3”第20242期中奖号码

8 2 8
“排列5”第20242期中奖号码

8 2 8 0 7

2.69亿元！体彩大乐透开出今年最大奖
当期开出35注一等奖，筹集公益金9969万

本报讯 10月 15日，洛
阳市栾川县一名乡村邮递员
失踪，经过车辆GPS定位，发
现其驾驶的面包车坠入潭头
镇大坪水库。事发后，当地
公安及洛阳神鹰救援队赶赴
事发水域，展开搜寻和救
援。10月 22日晚6时，记
者从现场救援队处了解到，
经过连续几日搜寻，终于将
沉入水底的车辆打捞上岸，
失踪人员也找到。事发原因
在调查。

10月19日，洛阳神鹰救
援队特勤大队、栾川大队接
到求助电话，随即携带救援

设备赶赴大坪水库救援。据
救援队人员介绍，事发水库
呈 U 字形，最深处有 40 米
深，水底不平且有大小不规
则的石头，水温低，现场情况
较为复杂，给救援带来了很
大难度。

“10月 21日下午，我们
利用声呐定位，潜水员在水
库内找到了面包车的具体位
置，但不能确定失踪人员是
否也在车内。”救援人员
说，在打捞过程中，牵引绳
突然断裂，车辆第二次坠入
水下，失去位置，在水面上
发现了印着中国邮政字样的

工作包和车辆的行车证，目
前救援人员还在进行第二次
的打捞。

记者了解到，由于天气
寒冷，水温较低，神鹰救援队
的两名潜水员穿的并不是冬
季潜水服，但仍多次潜返20
米以下的深水中搜寻，水下
情况复杂，视线不好，只能在
水下呆十几分钟，一上岸身
体就蜷缩在一起，冻得浑身
发抖。周边的群众见状，立即
找来柴火，升起火堆取暖。

10月22日，大河报记者
联系到中国邮政栾川县分公
司，相关人员
证实，失踪人
员确实是他
们公司潭头
镇的一名投
递员，干了很
多年，事发时
应该是他的
班，从潭头镇
出发，但究竟
是什么时间，
为何会坠入
水库等情况，
相关人员称
还不掌握。

洛阳栾川县一乡村邮递员坠入水库
昨晚6时，沉入水底的车辆打捞上岸，人也找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实习生 邓杰（图片由救援队提供）

救援现场

本报讯“天都塌了！”10
月22日上午，在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病房
里，许女士说起32岁的丈夫
田平广突发重病，禁不住再
一次泪湿眼眶。作为一名残
疾人运动员，肢体一级残疾
的田平广曾荣获残亚会举重
金牌等多个奖项，若不是这
次意外，他应该在省残疾人
综合服务中心刻苦训练，备
战明年10月举行的全国第
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争取
再夺金牌。

让家人万万没想到的
是，田平广却突发重病住院
治疗，开颅手术后右臂仍瘫
痪，已花费十几万的医疗费
用，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家庭“压力山大”。

好在，意外发生后，省残

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第一时间
伸出援手，家人通过水滴筹
发起筹款后，也引来多方爱
心关注，截至22日20时许，
已筹善款9.8万余元。

田平广的母亲蒋女士
说，平广是个苦命的孩子，1
岁时，因为小儿麻痹，落下双
腿残疾，经受了很多磨难，不
过，这孩子身残志坚，读书很
用功，2005年成为残疾人运
动员练习举重后，训练也特
别拼，多年来大大小小得过
好多奖，为省里和国家争了
光，也是家里的“顶梁柱”。

许女士和田平广结缘，
是在5年前，她带着俩女儿
和田平广结婚成家，婚后又
生了小儿子，一家五口人挤
在郑州市长江路一套一室一
厅的廉租房里，日子虽然过

得艰辛，却也知足常乐。
家里最珍贵的“宝贝”，

是收藏在袋子里的一个个奖
牌和荣誉证书——这些，都
是田平广多年来在赛场上奋
力拼搏得来的，也是日复一
日刻苦训练换来的战果，可
以摆满家里的桌面。许女士
和孩子端详着这些奖牌，心
情格外沉重，“他还想再夺一
块金牌回来呢！”许女士说。

天有不测风云，田平广
突发重病病倒后，她觉得“天
都塌了”。记者了解到，截至
目前，田平广在医院所花的
治疗费用约13万元，加上家
人为他购买部分自费药物的
约2万元开销，共计约15万
元，对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
家庭来说，根本无力承受。好
在，由于田平广可以享受城
镇医保政策，加上他本人是
低保对象，可以“二次报销”，
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家里减
轻负担。让一家人特别感动
的是，在许女士求助水滴筹
发起筹款后，也得到了社会
各界好心人的关注和帮助，
善款正越聚越多……

水滴筹线下工作人员表
示，接下来，还将尽平台之
力，联合公益基金会，尽可能
为患者提供最大化帮助。

曾获残亚会举重金牌的残疾人运动员田平广突发重病，家人筹款引爱心关注——

“他还想再夺一块金牌回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刘则君 文图

许女士说起丈夫的病情忍不住落泪

10月21日，体彩大乐透第
20104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3、12、23、26、30，后区开出号
码04、07。本期通过2.76亿元
的销量，筹集彩票公益金9969
万元。本期全国共开出35注一
等奖，浙江舟山一家体彩实体
店中出2.69亿元大奖。

在本期全国中出的35注
一等奖中，有32注为997万元
（含443万元追加投注奖金）追
加投注一等奖，出自浙江（27
注）、江苏（3注）、安徽、福建；3
注为 554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出自江苏、广东、贵州。

2.69亿元大奖历史排名第
3位

浙江舟山中出的2.69亿元
大奖，出自一张81元投入的单
式倍投追加票，单票揽下2.69
亿元，是体彩大乐透今年中出
的第2个亿元大奖。

据统计，此次中出的2.69
亿元大奖，是体彩大乐透今年
中出的最大奖，目前历史排名
第3位。此前，山东淄博诞生的
4.97亿元大奖，为体彩大乐透
史上中出的最高金额亿元大
奖，也是体彩历史上的最大奖。

二等奖开出119注，每注
奖金9.35万余元；其中45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7.48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16.83万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

后，6.44亿元滚存至10月24日
（周六）开奖的第20105期。

体彩邀您为公益打call
10月18日，中国体育彩票

“微光海洋”公益平台正式上
线，邀请您为公益助力打call，
每一个助力都是为了点亮心
愿，每一个改变背后都是温暖
传递，让微光汇聚成爱的海洋，
公益体彩一直在行动。10月18
日至12月25日期间，平台互动
活动正式启动，让公众都能见
证公益，为公益体彩打call，同
时获取抽奖机会赢取幸运。

大家可通过手机微信搜索
“中国体育彩票”进入官方小程
序，点击“微光海洋”公益平台
参与互动活动，通过签到、案例
评论、案例打call等指定任务，
获取相应“爱心值”，通过“爱心
值”可获得抽奖机会，奖品包括
手机、手表、体彩吉祥物周边、
电商卡等，具体详情可进入“微
光海洋”公益平台进一步了解。

爱心路上从未独行，点滴
公益温暖如光。您所购买的每
张体育彩票如同涓涓小溪，将
每注善举汇聚成爱心海洋，快
来登录“微光海洋”公益平台，
光芒有你才闪耀，体彩公益邀
你同行！ 中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