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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高薪
带着心灵感受各国文化

3月22日，记者见到了刚刚
抵达郑州的汝志刚。他身材高
大健硕、一身运动休闲的装扮结
合干净利落的短发和精致的胡
须，给人一种阳光帅气的感觉。

汝志刚今年37岁，安徽人。
2014年，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通
信工程工作，年薪近40万。工作
期间经常出国，就在公司打算给
他升职加薪时，他选择了辞职。

辞职就是为了出去转转？
记者第一时间问出了这个许多
人好奇的问题。

“行万里路，是一个开阔眼
界跟提升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
过程。”原本就热爱历史文化的
汝志刚，在离职后就想来场环球
之旅，他想在旅行过后，再回过
头看中国文化时会有不一样的
感悟。在环球旅行中，汝志刚从
不做攻略，一直跟着自己的想法
走。他尝试过徒步、搭车、自驾，
3年多的时间里，他独自游历了
70多个国家，探访全球100多个
博物馆和100多个考古遗址。

他把所有的积蓄全部用在
了旅行上，为了节省开支，他找
最便宜的旅店、吃当地最便宜且
最具特色的美食。

为攀珠峰
扛着水桶爬嵩山36次

2016年，他在两名向导的指
引下，赶着骆驼，用 15 天徒步
480公里，从新疆和田达里雅布
依到达阿克苏沙雅县，穿越了中
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

2017 年，他登顶了 4 座雪
山，最高登顶8163米的世界第
八高峰——尼泊尔马纳斯鲁峰。
并分别于2019年、2020年两次
从南坡、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

汝志刚在真正攀登珠峰之
前，已完成了8163米的马纳斯
鲁峰和7546米的慕斯塔格峰登
顶，为了拉练体能，嵩山太室山
成了他的训练大本营，他一共攀
登嵩山36次，每天往返走山路18
千米左右，有时甚至一天两趟，山
顶做小生意的叔叔阿姨都认识这
个扛着水桶爬山的年轻人。

2019年冲顶珠峰，在海拔
8700米时，他遇见了一位印度女
登山者，那时这位女登山者几近
失去理智，坐在路绳的一处保护
节点处……当汝志刚离她有100
米的时候，听到前面有人大喊了
一声，他转过头，一团黑影滚了
下来，这团黑影从他脚下划过
——这位女登山者滑坠下来，划
破了汝志刚的连体羽绒服，简单
确认自己没有受伤之后，他爬了
起来，赶紧喊女登山者的向导，
让他们去救她。

也是这一次，汝志刚遇到了
著名的2019年珠峰大拥堵，这
次大拥堵，他拿起手机拍摄了很
多珍贵的图片和视频。

“那40多分钟的等待，这也
许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等待。”
汝志刚说。

攀登过两次珠穆朗玛峰后，
汝志刚说带给他最大的改变就
是懂得了珍惜，珍惜眼前的美
好。每天清早清新的空气，可口
的饭菜、家人的陪伴等一切原本
很平淡无奇的生活，在他眼里都
是美好的，值得珍惜的。

再次出发
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

说起环球旅行路上让他刻
骨铭心的故事，汝志刚总会说：

“真的是太多了！”
2017年，汝志刚在伊朗旅行

时，当地的向导非常热情地请他
去看当地一棵非常古老的柏树，
大约有1500多年。

“看到这棵树后，我很委婉
地告诉他在中国，有很多更古老
的柏树，世界上最古老的柏树就
在中国。”汝志刚说，当时给这个
向导介绍了，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内的将军柏已经有4500多年了，
陕西的黄帝陵内，还有一颗5000
多年的柏树。他听到后很是惊
讶，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汝志刚说，在旅行过程中发
现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国家、对自
己国家曾经的文明非常的骄傲
与自豪，但是他们对中国这个文
明古国并不是很了解。

在经历过这些后，汝志刚决
定写一本关于中国文明与文化
的书籍，并翻译成英文，让外国
人多一个渠道去了解中国和中
国的文化。

与此同时，汝志刚重走丝绸
之路的活动也即将开始，一台车
5个人预计3年的时间，从洛阳出
发，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
坦、伊朗、土耳其、希腊、西班牙、
法国，最终抵达意大利罗马。

汝志刚说，丝绸之路沿途的
国家他基本上都已经去过了，这
次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和介绍沿
途国家的文化遗产与当地的风
土人情，弘扬中国文化以及其它
国家的文明文化。等整个活动
结束后，还有剪辑出一个反映丝
绸之路沿途世界遗产的纪录片，
介绍世界各地文明文化，以及旅
行探险文化。

大乐透开出27注一等奖
普惠14个省份

每注金额
376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72期中奖号码
3 4 10 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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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10 注

529 注
6607 注
390 注
330 注
30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66856 元，中奖总金额为
200835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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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614元。

中奖注数
173 注
574 注

0 注

中奖号码：4 0 0
“排列3”第21072中奖号码

5 6 2
“排列5”第21072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32期中奖号码

4 5 2 5 2 0 0

5 6 2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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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8 09 13 27 29 31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232900 元
197817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7 注
143 注

1361 注
74815 注

1580208 注
8472158 注

2 注
10 注
51 注

3287 注
67482 注

344824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30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60402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216533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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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

7注970万
20注539万

当期全国共开出
27注一等奖，让14个省
份的购彩者喜获大奖。
其中，7 注为 970 万元
（含431万余元追加奖
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辽
宁、江苏、广东、重庆、云
南、宁夏、新疆各1注；
20 注为 539 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花落天津
（2注）、辽宁（1注）、上
海（2注）、江苏（1注）、
浙江（2 注）、江西（1
注）、山东（3注）、湖北
（1注）、广东（5注）、贵
州（1注）、新疆（1注）。

当期，二等奖中出
430 注，单注奖金 2万
元。其中98注为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6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3.6万元。

三等奖中出 390
注，单注奖金为10000
元。四等奖中出 4526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48847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67508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47582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100
元 。 八 等 奖 中 出
1305444注，单注奖金
为15元。九等奖开出
9421267注，单注奖金

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

奖结束后，10.03亿元滚
存至3月 24日（周三）
开奖的第21032期。

体彩鼎力支持扶贫事业

作为国家公益彩
票，中国体育彩票秉承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发行宗旨，在社会民
生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

扶贫一直是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使用的一
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配
合国家扶贫攻坚的战略
部署，财政部门每年都
安排大量彩票公益金用
于扶贫事业，体彩公益
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

2020 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之年。这一年，以
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
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安排支持资金20.6
亿元，重点支持脱贫攻
坚任务较重的深度贫困
革命老区县和巩固脱贫
成果任务相对较重的贫
困革命老区县。“十三
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
安排彩票公益金100亿
元，为革命老区的发展
做出贡献。 中体

3月22日，体彩大乐透第21031期开奖，
前区开出号码“01、04、19、20、34”，后区开
出号码“03、05”。当期全国销量为2.91亿
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04亿元。

两次登上珠峰的环球旅行家汝志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吴国强

打卡全世界
播种中国情

当你还在被手机视频里的世
界历史遗迹震撼时，有人已经去
过了全球100多个博物馆和100
多个考古遗迹。当你看到珠峰大
拥堵的新闻发出感慨时，有人就
在其中。当你还在修改你去年未
完成的旅行计划时，有人已经做
好了历时3年重走丝绸之路的准
备工作。

80后的汝志刚，早已完成了
很多人想了没去做的事。他放弃
了高薪的工作，辞职踏上了环球
旅行的道路。几年来他游历了
70多个国家。为了备战珠峰，嵩
山太室山成了汝志刚的拉练体能
的大本营，他一共攀登嵩山36
次。在攀登过两次珠穆朗玛峰
后，他想重走一次丝绸之路，把洛
阳定为了起点。

本周六下午2：30，顶端新闻举办一
场关于探险珠峰的线下分享会，只要你提
出对攀登珠峰的问题，就有机会和他一起
面对面聊聊在海拔8848.46米的珠峰发
生的传奇故事。扫二维码参与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