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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友所拍视频，山洪突
然袭来，河水夹杂着十分浑浊的
泥沙乃至车辆奔流而下，几乎已
经形成泥石流，非常凶险，吓得岸
上不少人员都在说：“真家伙啊！
真家伙啊！”（家伙即厉害之意，焦
作方言。）

突然，洪水中，一名满身泥
浆已经看不出来性别、年龄的人
挣扎游向岸，只露着头肩部，力
气微弱，不但前进很慢，还有被
洪水冲走的趋势，引得岸上人员
再次惊呼：“水里还有人哩！水
里还有人哩！”

危急时刻，现场一名白衣小
伙看到后，二话不说，跳入山洪
中，并跑到了落水者身边，开始施
救。

“这么凶险的山洪，也敢跳进
去救人，真是不怕死的好汉！向
他致敬！”对于救人者的行为，不
少网友通过多种途径表达了敬
意，并感叹“世间还是好人多，洪
水无情人有情”。

对于此事，顶端新闻·大河报
记者也第一时间进行了视频报
道。7月13日上午，接到顶端新
闻·大河报记者电话时，史中杰还
在村里忙着抢险救灾。说起两天
前的救人壮举，他多次表示“这都
是应该做的，也不是啥大事，换作
是谁都会冲上去救人”。

史中杰说，事发当时，在下午
两点钟左右，当时丹河的山洪来
得很是突然，被救出来的那名女
子在河道上没有来得及跑走，就
被山洪卷了进去。

“平常丹河水很少，这次水灾
确实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就这以
后也就一两分钟，水都涨了一两
米。”史中杰说，救出那名女子大
约30岁，都被吓蒙了，不会说话

了。随后，他也离开了现场，忙着
去救灾了。至于那名女子的具体
身份，他不清楚。

史中杰说，他就是沁阳市常
平乡九渡村村民，今年33岁，是
一名大货车司机，平时也是力所
能及地尽力做一些好事。

与微信名字“低调的过日子”
一样，史中杰确实是低调，但他的
品质，却迸发出璀璨光芒，令人敬
仰。

史中杰跳入山洪救人的新闻
感动了很多人，也获得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的关注。

7月13日，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联合大河报、顶端帮办、河南
电视台民生频道为史中杰颁发正
能量特别奖及5000元奖金。

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洪水滔滔，浊浪惊魂，大家纷
纷紧急撤离，当看到一女子被卷
走，他第一时间返回去救人。从
岸上冲进急流中，为了一条年轻
的生命，他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
外，危难之际，成功救回一条鲜活
的生命。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拼命相
夺，在他义无反顾的水中搏击里，
我们看见一份大爱与担当。一句

“下次还会这样做”，更显内心的
勇敢无畏。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
挺身而出的凡人。奖励义举，点
赞这份生死时速，致敬凡人英
雄！总有意外令人猝不及防，但
也总有他这样的人，用善良守护
生命。

愿这份奖励，能让更多人在
别人需要的时候，选择站出来，施
以援手。

生死时速，小伙冲进洪流救人
壮举之后，他表示“下次依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岩

本报讯 在水流湍急的山
洪中，一人满身泥浆，随时可能
被山洪泥石流冲走。危急时
刻，一名白衣男子毅然跳入水
中，将落水者拉出！

7月11日下午，豫北焦作
普降暴雨，丹河河道水位突然
暴涨，发生在丹河沁阳市常平
乡九渡村段的这一幕视频，感
动了不少网友。现在，救人的
白衣男子也被网友找到了，他
就是常平乡九渡村村民史中
杰，一名33岁的大货车司机。

跳入山洪救出落水女子的沁阳小伙，获评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本报讯 2021年7月7日，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电子商务与物
流管理学院的院方领导、教师及
学生代表组成13人参观学习团
来到南航物流河南分公司进行
参观学习。

由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及
业务骨干组成的接待小组准备
了丰富的参观活动。首先为校
方学习团介绍了南航集团、南航
物流分公司的总体情况以及公
司中长期战略发展方向，同时介
绍了河南地区的航空物流市场
情况。在接下来的实地考察学
习环节中带领学习团从货物出

港发运到进港提货以及安检查
验进行全流程讲解，并着重介绍
了货物全流程项目、快运产品、
宠物e行等南航物流智能化、产
品化发展的成果。

经过为期一天的学习，学生
代表吐露心声：以往都是通过书
本学习物流知识，通过当天近距
离接触物流行业对这门专业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南航物流分
公司领导在听取学生代表的发
言后倍感欣慰，表示南航物流河
南分公司将持续深化校企结合
教学，为学校和行业架起交流的
桥梁。（通讯员 李行 王惠霞）

深化校企合作
架起学府与行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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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197672元，
本省中奖总金额为55525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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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超级大乐透第21079期前区
开出号码“06、14、19、26、33”，后区开出号
码“08、11”。当期全国销量为2.79亿元，为
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亿元。

头奖3注1783万+3注990万

当期全国共开出6注一等奖。其中，3注
为1783万元（含792万余元追加奖金）追加
投注一等奖，山东日照独中2注，甘肃兰州中
得1注；3注为99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
落北京西城、江苏苏州、浙江台州。

数据显示，山东日照中出的2注追加投
注一等奖，出自一张5注号码2倍追加投注的
彩票，单票总奖金高达3566万元。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式，在
2元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花1元进行追加投
注，可多得80%的浮动奖奖金。

二等奖开出75注，每注奖金17.20万余
元；其中38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3.76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30.96万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8.02亿元滚
存至7月14日（周三）开奖的第21080期。

体彩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一直以来，彩票公益金被用于国计民生
的方方面面，不断推动社会公益、体育事业发
展。体彩公益金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推动脱贫地
区、脱贫群众，奏响富民强村的幸福曲，为百
姓生活添“彩”。

近年来，体彩全方位大力支持体育赋能
乡村发展。由体彩公益金支持的“雪炭工程”
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在支持贫困地区体育
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利
用体彩公益金布设的健身器材支持的全民健
身活动丰富了乡村体育生活，在乡村振兴中
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体彩还开展扶贫支教工
作，大力支持山区教育事业发展。体彩公益
金支持举办的各类体育比赛，引导地区立足
区域资源优势，结合乡村振兴、文化旅游，打
造富有特色的区域品牌赛事，不断激发赛事
活力，逐步带动乡村振兴发展。

每一份体彩公益金都见证了偏远乡村破
茧成蝶，体彩公益金也将继续支持乡村振兴
阔步前行。（中体）

大乐透上期
开6注一等奖
为国家筹集公益金1亿元

跳入丹河山洪救人的史中杰，
事后在现场留影。（受访者提供）

跳入山洪救人的史中杰（视频截图）


