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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授予“萧山区见义勇为积
极分子”荣誉称号

现年29岁的董乐夺，是我省新
蔡县练村镇闻营村人。他在杭州
最初给人开货车送货；去年5月，他
成为极兔速递杭州萧山区钱江世
纪城网点的一名快递小哥。

“感谢《大河报》，感谢家乡的
牵挂！”3月11日下午，记者拨通了
董乐夺的手机，他说：见人落水，下
水救人，天经地义。“我母亲后来知
道后，夸我‘做这事，是好事；应该
做，做得对。’”

3月9日上午，杭州市萧山区
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宁围派出所举
行颁奖仪式，授予在宁围街道二桥
村利群桥头跳河救人的董乐夺、林
小涛“萧山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荣誉称号，并颁发了证书和奖金。
“见义勇为奖金是5000元。”

董乐夺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极兔
速递”公司又奖他2000元。

他入围3月“中国好人榜”候
选人

3月11日下午，驻马店市文明
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不久，由
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
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2021年 3月网络点赞评议正式开
始，河南省共有8人被推选为3月

“中国好人榜”候选人。经省、市、县
文明办推荐，新蔡县练村镇闻营村
的董乐夺杭州萧山勇救落水女孩入
选见义勇为类别“中国好人榜”候选
人。

“家乡得知他（董乐夺）杭州萧
山跳河救人的消息后，第一时间以
县文明办的名义，给他发去了慰问
信。”新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华
民告诉记者：董乐夺是新蔡县外出
农民工的优秀代表，为新蔡争得了
荣誉，为驻马店、为河南争了光添
了彩，是新蔡人民的骄傲与光荣。

“董乐夺的全家人，都在萧山。今
年春节期间，县文明办和练村镇党
委分别给他家寄去了1000元慰问
金；与此同时，县文明办向全县发
出了向董乐夺学习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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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79925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3981683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曹杰 李曼 通讯员 谢芳

3月9日晚，体彩7星彩第21026期开
奖。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399217、后区
4。一等奖依然空开。开奖后，7星彩奖池
升至1.84亿元，再创新高。

当期7星彩一等奖空开，这也是7星彩
近期连续第三期头奖未能中出；二等奖中
出3注，单注奖金13.54万元；三等奖中出
35注，单注奖金3000元；四等奖中出1297
注，单注奖金500元；五等奖中出22818
注，单注奖金30元；六等奖中出782467
注，单注奖金5元。在第21026期开奖中，
一等奖至六等奖各奖级派送奖金总额为
575万余元，全国总中奖注数为80万余注。

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 399217、后区
4。开奖号码中，前区奇偶比为5比1，奇数
号码优势大，与上一期1比5的奇偶比形成

“逆转”；最大号码为9，最小号码为1；前区
号码和值为31，适中。前区号码中，第一
位号码3是在间隔31期之后再次出现；第
2位号码9此前的空开期数为5期；第3位
号码9是在消失2期之后又一次被摇出；第
4位号码2是在空开19期后再次现身；第5
位号码1是“隐身”9期之后重新亮相；第6
位号码7是在时隔15期之后再次中出。在
当期奖号中，后区奖号4为偶数号码。在
最近10期开奖中，后期号码的奇偶中出比
例为3比7，偶数号码占上风。

从 2020 年 10 月 13 日晚开奖的第
20100期开始，7星彩实施了新规则。据统
计，在新规则实施的前60期（第20100期
至21026期）开奖中，一共有18期中出一
等奖，头奖总注数为28注，单注奖金全部
达到封顶足额500万元。

第21026期开奖后，7星彩一等奖滚存
1.84亿元，再次刷新纪录。这也是7星彩
奖池自2020年12月4日第20123期开奖
之后，连续第38期在亿元以上的高位运
行。在不计此后一期销售额的情况下，7星
彩的1.84亿元奖池足够支撑开出至少36
注单注500万元的足额一等奖。

第21026期 7星彩通过1921万元发
行量筹集了710万元体彩公益金。在全国
联销体育彩票游戏品种中，7星彩是公益金
计提比例最高的游戏之一，计提比例为
37%——购彩者每花2元投注1注7星彩，
就为公益事业作出了0.74元的贡献。

中体

奖池1.84亿！
7星彩头奖三连空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宋超喜 文图

咱老乡“最美快递小哥”的荣誉已签收
《救人后，他说“这个年过得有意义”》追踪报道

董乐夺（左四）被授予“萧山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秒赞！近邻爱心助坠楼女童脱险

“当天下午大概是6点钟
左右，突然发现业主群里有业
主说有孩子坠楼，大家的心一
下就跟着紧张了起来。”昨日，
在位于洛阳市洛龙区顺驰城
第一大街小区内，小区管理组
组长康苍松回忆起几天前的
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3岁女童意外坠楼，伤势严重

“受伤的女童家在3楼，我
了解到当时应该是孩子在飘窗
上玩耍，脚下踩了一个小凳子，
一不小心就翻出了窗外。”康苍
松告诉记者，小区内大部分都是
低楼层的楼房，女童坠楼的3楼
位置距离地面有十多米高。当
时女童翻出窗时是头朝下摔在
地上，头部伤势非常严重。而当
天坠楼的女童恰恰就摔在了绿
植和楼体之间狭长的水泥地面。

“当时出事后父母都已
经慌出神了，抱着孩子只想
着赶紧去医院，只顾着往外
跑。”康苍松回忆道，当时现
场业主都很着急，想帮忙却

不知道该怎么帮。“当时孩子爸
爸抱着孩子直接就冲出小区，刚
巧有位业主开着车在小区门口，
了解过情况后二话不说就把孩
子送往医院。”

当天，经过及时抢救，孩子情
况暂时得到稳定，但是因为摔伤
的是头部，伤势相对严重，后续仍
需要大量的治疗和康复费用。当
晚，在得知这次突发情况后，小区
所在的开元路街道办事处、定鼎
门社区以及小区党支部纷纷在内
部为孩子举行了捐款活动，小区
物业也组织全体员工为孩子捐
款，短时间内就筹集到几千元的
医疗款，并及时送到了医院。

热心业主出手相助
3天筹集到15万捐款

而在小区内部，一场爱心接
力也在悄悄进行。“当时情况太过
危急，虽然是热心业主将孩子及
时送到医院，但是父母却没来得
及要热心业主的电话，只记得开
了一辆金色奥迪车。”康苍松说，孩
子情况稳定后孩子父亲立即在业
主群内发布信息，希望能找到这
位热心业主，“孩子父亲说，当时为
了尽快将孩子送到医院，路上闯
了好几个红灯，家长希望能帮忙

证明将这些违章都消除掉。”康苍
松说，但时至今日，这位好心的大
哥依然没有露面。

随后，业主们自发在群里为
这名受伤的孩子组织捐款，你
100，他50……“现在具体多少捐
款已经统计不过来，办事处、社
区、小区党支部和小区物业都及
时组织了捐款，筹款链接发在业
主群后，3天时间已经筹集到15
万余元，还有业主直接捐款给孩
子父母，这些爱心捐款具体数字
实在无法一一统计。”康苍松告
诉记者，刚入院时孩子的治疗费
每天要3万元左右，情况稳定后
现在每天大约需要一万元左右
的治疗费，但是由于后续仍需要
长期的恢复和治疗，所以后期的
医疗费用仍然是一个难题。

“今天早上跟孩子父亲通话
时，他说孩子已经转出重症监护
室，进入普通病房了，孩子有一
点好转对我们来说都是天大的
好消息。”康苍松说，从事发至今
他每天都与孩子父亲保持着联
系，得知孩子每天都在慢慢好
转，康苍松和业主们的心也都一
天天轻松起来。而如今，大家都
希望能找到当时那位送孩子去
医院的热心业主，感谢他的挺身
而出。

今年2月1日14点左
右，在杭州萧山区宁围街道
二桥村利群桥头，快递小哥
董乐夺开着快递小车派送
快递路过那里时，发现河里
有个女孩一沉一浮，来不及
脱衣服跳河救人；由于营救
及时，落水女孩得救。董乐
夺异乡纵身一跃救人所彰
显的热血与爱心，感动了杭
州萧山区，被当地赞誉为来
自河南的“最美快递小
哥”。本报 2月 10日 AI·
06版以《救人后，他说“这
个年过得有意义”》为题，整
版报道了“最美快递小哥”
董乐夺的英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